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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一般認為，土地供給是固定不變，故價格彈性為零。這樣的思考方式背

後隱含需求面才是不動產市場的主導力量，因此土地供給面往往被忽略。不動產

僵局的議題近年來不斷出現在世界各國，臺灣社會也不例外。由此觀之，都市住

宅供給過程中，似乎不完全由市場需求面主導，尤其都市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後，

土地供給面的重要程度更應該被突顯。故本研究從供給角度出發，並認為土地面

積和產權在都市住宅供給過程中，可能扮演關鍵的角色。透過本研究提出之二維

向度分析，也確實發現開發難度和住宅區開發量間存在一定的負向關係，為後續

迴歸分析的立論基礎。市場力量或政府力量是否能克服基地面積過小和產權複雜

問題，亦是本研究關注之重點。 

利用臺北市民國 94年到 103年的使用執照和拆除執照，以里為分析單元，

計算臺北市各里住宅區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並觀察其在空間上之高低分布。

影響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因素除包含土地面積和產權因素，亦應包括總體因素，

區位與政策因素。一般迴歸模型和空間迴歸模型之實證結果顯示：各里中住宅供

給多寡主要受到總體因素影響。此外，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政策亦具有吸引建築

投資之效果。然而土地面積並非是影響住宅供給之關鍵因素。但本研究進一步發

現，在相同條件之下，產權單純對於住宅開發供給多寡的差異，因臺北市區位而

有不同，住宅開發供給量由多至少依序為早期發展區、郊區和市中心。且在早期

發展地區，產權越複雜的里比起產權較單純的里，住宅供給確實有較少的趨勢，

顯示土地產權仍然在臺北市部分地區，造成開發上的問題。 

 

關鍵字：住宅供給、不動產僵局、土地面積、土地產權、空間迴歸模型 

 

 

 

 

 

 

 

 

 

 

 

 

 



 

 

 

 

 

 

 

 

 

 

 

 

 

 

 

 

 

 

 

 

 

 

 

 

 

 

 

 

 

 

 

 

 

 

 

 

 

 

 

 



 

 

Abstract 

 

It is understood that land supply is fixed and the price elasticity is zero, which 

implies that the side of demand i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the supply side of land is often ignored. The issues of gridlock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re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worldwide, an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In these instances the market does not seem entirely dominated by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supply. Especially in cities which have entered a matur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land supply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is study 

is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considering that lot size and land property key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supply. Throughout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indeed foun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difficulty and the amount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hich 

w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regression analysis. Whether market force 

or government force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small lot size and complex land 

property was also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We used Building Use Permit and Demolition Permit from the year2005 to2014 

in Taipei and the analysis units were individual neighborhoods. We calculate net 

increasing rate of floor area in residential sections of Taipei and observe its 

distribution in space. Factors affecting net increasing rate of floor area in residential 

sections include lot size and ownership factors, as well as general factors, region and 

policy factors. According to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nd spatial regres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ousing supply in each neighborhood in Taipei is 

dominated by general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policy of the delineated renewal areas 

has the effect of attract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However, the lot size was not a 

key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supply. Furthermore, the study found that under 

simple land property conditions, housing supply discrepancies over location in Taipei 

and supplied quantity in order was the old core, periphery and center. And in the old 

core, compared to the neighborhoods of simple land property, the housing supply in 

neighborhoods of complex land property has a decreasing trend which reveals that 

land property is still causing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parts of Taipei. 

 

Keyword: Housing supply, Gridlock of real estate, Lot size, Land property, 

Spatial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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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過去一般認為土地面積過於細碎以及產權較複雜以至於都市內部住宅供給

受到影響（Bourne,1976;Eckart,1985;Adams 等,1988），然而土地面積和產權因素

究竟是否為臺北市於都市住宅開發供給過程當中所遇到的阻礙，須進一步依據相

關資料佐證以窺全貌。目前研究土地市場的主流仍為需求面分析，為回歸土地供

給面的探討，Adams 等（1993）試圖從土地供給面出發，主要關心市中心土地供

給困難的原因，並指出都市土地供給困難主要係因所有權的限制、規劃的限制、

實質條件的限制以及價格的限制等。 

本章首節將提出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章第二節則為研究架構與流程，說明

本研究各章節的主要內容安排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土地供給有限及土地產權複雜是台灣土地市場的特性，然而土地供給及其與

地主行為間的關係，並未得到太多的注意（林子欽,2004）。Blarel（1992）即指

出一塊土地具有多重的利益即會限制土地的潛在供給，此與Heller於1998年提出

的「反共有財的悲劇」（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概念不謀而合。 

為何土地身為天然資源之一，卻受到社會高度的重視？根據Heller之研究，

「反共有財的悲劇」源於現代自由社會中產權過度分散的結果。反共有財的悲劇

常未被當事人或外界所察覺，因此許多資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僵局常隱蔽在黑洞中

而易為社會所忽略。一旦土地相關資源的產權分散在太多人手中，加上土地具有

易分難合的特性，由於任何一個權利人都可以阻止許多有利於公眾的發展，開發

案合作或土地整合就會變的窒礙難行，財富也無從產生，即衍生「集體的貧乏」。 

我國於民國101年3月發生「文林苑都市更新案」抗爭，歷經多名警力驅離現

場抗議民眾及後續抗爭衝突，引發臺灣社會輿論之關注。同樣保護財產權與開發

之間的土地僵局早就發生在美國。根據Heller（2010）於書中指出，25條新機場

跑道就能解決美國航班延誤的問題，為何無法完成這些建設？答案即不動產僵局，

因為太多地主有能力阻止機場興建計畫。 

另根據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資料顯示，從民國 88 年都市更新條例實施以

                                                      
1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http://uro.gov.taipei/ct.asp?xItem=94603613&CtNode=12897&mp=118011    

http://uro.gov.taipei/ct.asp?xItem=94603613&CtNode=12897&mp=11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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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截止民國 104 年底，事業計畫、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實施案共計僅

240 件，對比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2揭露的資料顯示，臺北市各行政區屋齡 30

年以上的住宅存量明顯偏高，根據表 1-2，臺北市屋齡 30 年以上的住宅存量已突

破六成，顯示臺北市住宅屋齡平均偏高的事實之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案數

量卻依然偏低。換言之，臺北市都市更新的迫切性與需求日益趨高，但都市內部

住宅供給量卻尚未跟上腳步，除與都市更新條例制度安排有關外，細碎的土地與

複雜的土地產權亦可能扮演關鍵的因素，突顯都市土地供給困難的困境。 

 

表 1- 1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案件 

都更案件辦理年度 
事業計畫、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經審議會審議（件） 核定實施（件） 

迄民國 95 年底 41 35 

民國 96 年 18 19 

民國 97 年 24 19 

民國 98 年 17 19 

民國 99 年 24 16 

民國 100 年 24 18 

民國 101 年 33 14 

民國 102 年 33 40 

民國 103 年 38 26 

民國 104 年 36 35 

合計 311 240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圖 1- 1 臺北市各行政區依屋齡結構區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 

                                                      
2
 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http://www.housing.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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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臺北市各屋齡住宅與占存量比例 

 

屋齡 
1-5 年 6-30 年 30 年以上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臺北市 30,452 3% 312,079 35% 543,661 61% 

資料來源：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 

二、研究目的 

一般而言，都市老化須透過更新才能重塑都市機能與風貌，但目前臺北市的

都市更新數量明顯不足，是否因土地細碎或產權複雜所導，則為本研究的重點。

故擬藉由土地供給角度出發，在所有影響住宅供給的因素當中，聚焦於土地面積

與產權因素，並結合臺北市地籍資料以及使用執照與拆除執照資料為基礎，搭配

空間資訊系統觀察土地的面積、產權結構和住宅供給狀況於臺北市空間上的分布

型態，且透過建立迴歸模型，瞭解影響住宅供給背後之可能因素，有助於理解都

市內部土地產權結構與其他影響因素對於都市住宅供給之影響關係。故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整理如下：  

 

(一)臺北市住宅開發供給量存在空間上的差異，為測試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外溢

效果，進一步分析都市內部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有無存在空間自相關，亦

即一個地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是否會影響鄰近地區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

率，可初步得知臺北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出現的聚集地方與程度。 

(二)透過呈現臺北市住宅開發供給之土地結構，並分析其空間分布型態，以瞭解

臺北市土地面積與產權的全貌。進一步觀察土地面積、產權結構與臺北市住宅開

發供給間是否具有關連性。 

(三)藉由探討影響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相關因素，將分析重點聚焦於土地面積與

產權結構是否會顯著影響都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供給量，透過釐清其間之關係，

有助於理解整體土地市場之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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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節將基於前節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架

構將概要性說明本研究後續各章節的安排與內容，並將之圖示於研究流程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包含五個章節，內容依序為緒論、文獻回顧、研究設計、實證結果

分析、結論與建議。第一章緒論除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外，也將簡要介

紹本研究之整體分析架構。 

第二章則回顧過去影響住宅開發之因素與土地細碎的相關文獻，其中又可分

為三個部分：第一節回顧影響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影響因素並探討土地細碎與住

宅開發供給間之關係；第二節將回顧國內外有關土地細碎化的起因並探討其正負

面影響；第三節則著重各地區衡量土地細碎化所適用的方法與指標。  

研究設計及實證分析部分，本研究選定臺北市配置住宅區的 420 個里為研究

地區，以民國 103 年臺北市地政局提供之地籍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藉由呈現土地

面積、所有權權屬型態（所有權人數、持分情形）以瞭解臺北市土地產權的樣貌，

並進一步透過敘述統計、空間自相關檢測與迴歸模型之建立，試圖回答土地面積

與產權結構是否會影響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重要命題。而最後立基於前述章節之

實證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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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2 所示。 

  

           

 

                 

                 

                 

                 

                 

                 

                 

                 

                 

                 

                 

                 

                 

                 

                 

                 

                 

                 

                 

                 

                 

                 

                 

  

 

 

 

 

 

圖 1- 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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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影響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因素 

一、影響都市內部建築物開發供給面之因素 

由於在都市住宅供給的過程中，除土地面積與產權因素可能扮演土地整合開

發與否的重要角色外，亦存在其他影響住宅供給之因素。在都市內部當中，土地

是建築物的生產要素之一，因此都市住宅開發的概念可能包含都市素地開發以供

建築與建築物重開發，兩者內涵以及影響因素略有不同，然而本研究以臺北市為

研究地區，又臺北市都市內部多為已建築土地，故土地開發供給往往係由拆除地

上既有建物而來，僅少數由素地提供建築開發。為能夠全面探討都市土地開發的

過程，本研究將重點放在影響素地開發與都市內部住宅重開發之因素。故本節擬

將影響都市內部住宅開發供給之因素，分成總體因素、區位與政策因素、個別因

素三部分來進行回顧。 

（一）總體因素 

消費者對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需求與房屋興建與否，與下列因素有關：所得、

房屋存量、房價、人口成長、財產稅率和利率等。 

當所得水準提高，縱令人口不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需求亦會隨之增高。

住宅為人類生活四大需求之一，故只要所得水準提高，為改善居住品質，無自有

房屋者傾向購置房屋，而原本居住於樓地板面積較小的居住者有傾向購置樓地板

面積較大的住宅。此外，所得增加後，閒暇（leisure）時間亦會隨之增加，購置

第二屋的需求增加，故對於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需求亦隨之增加（殷章甫, 2004）。

Bourne（1969）指出高房屋興建量明顯出現於不動產面積大、高所得和高租金地

區，並經實證後發現該地區居民每增加十億美元的所得，當地將增加房屋興建投

資量約 2,750 萬美元。換言之，一個地區的所得水準提升，當地居民對於土地及

建築物的購買力也將提高，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之需求隨之上升，將會追求居住品

質更好、更高價、更大面積之住宅（Whitehand ,1978）。  

Barlev & May（1976）指出消費者對於房屋的需求主要依賴租金率與所得水

準。因不動產本身具昂貴性，如該地區的所得水準高於其他地區，開發者於此區

興建之新建物較容易被該地區所得水準較高之居民所消費。而一地區的所得水準

上升會連帶提高該地區的租金水準。由於租金與房價呈現正向關係，故租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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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房價上升。故所得水準上升與房價上升對於都市內部建物供給應為正向關

係，使建築物興建的可能性增加。Bourne（1971）利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各行政

區進行因素分析，並分成8個群集，研究指出高所得較容易吸引鄰里開發商注意，

且所得較高水準之地區同時出現較高密度的新建物與轉變成高強度使用的土地

變更。 

Bourne（1969）指出房屋存量決定新建築的組成地區。當該地區的房屋存量

越高表示房屋供給可能有過多的情況，供過於求可能使房價下跌，進一步使得都

市內部該地區的房屋興建可能性下降。故房屋存量與房屋興建應為負向關係。

Barlev & May（1976）研究發現房屋存量越高的地區，建築物拆除量將會越低。

在高度發展成熟的都市當中，如欲興建新建物則必須拆除現有的房屋，故當都市

內部的建築物拆除量越少，則建物重開發數量亦減少。Smersh et al.（2003）以

美國佛羅里達州內的 Alachau 縣為研究對象，分析不同時期的房屋存量是否會影

響下一期該地區之住宅開發量，實證結果指出該地區隨著時間經過，住宅區開發

量會下降，亦得出與上述文獻相同之結論。 

地價上漲有助於低度利用的老舊房屋實施更新重建，使都市內部之建築密度

提高，供給更多的樓地板面積，亦即地價上漲，具有促進土地利用之作用。當地

價仍然偏低時，按建築法令之規定，縱令可興建四五層樓住宅之建地，實際上可

能只興建二三層樓之住宅，興建至法令許可的最高樓層為少數情形。但當地價上

漲時，此等低層樓房的低度土地利用而有違資源的有效利用原則時，都市內部建

築物重開發的可能性也將提高（殷章甫, 2004）。 

另外房價上漲幅度較大之地區通常為都市內部的市中心，也伴隨著較高的房

屋興建量。蔡友翔（2012）即指出因為都市內部之市中心或是區域中心會提供較

多的服務，如交通樞紐、購物、商業辦公機能常常僅出現於市中心或區域中心，

而造成都市內部區域地價之空間差異性。由於這些地區提供較多的服務，都市內

部的人口活動以及各項經濟活動容易聚集於此，導致市中心對於土地需求提高，

地價因而上漲，進一步促使都市內部重開發的可能性提高。Smersh et al.（2003）

以負擔能力變數（affordability variable）表示一地區之不動產價值，實證結果發

現開發頻率較高之地區通常是遠離不動產價值較低之區域。Whitehand & 

Whitehand（1983）以英格蘭市鎮中心為研究對象，經實證發現，都市內部之市

中心地區確實擁有較多的建築物重建。 

一個都市的房價也會跟該都市的內部人口數量變化有關。當都市內部之人口

數量上升，因為對於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之需求增加，將導致房價上漲。當都市人

口持續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需求將不斷擴大，於是住宅區的需要亦必跟著

增加。臺灣地區的人口成長率雖已呈現下降趨勢，並自 1994 年起來到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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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年的自然增加率平均仍達 0.8%，即每年大約新增 18 萬人口，而新增加的人

口都需要居住的住宅，故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需求亦隨之增加（殷章甫,2004）。

在特定的都市空間範圍內，居民對於建築物樓地板面積需求提高，將使都市內部

房價上漲，並使建築物樓地板趨向集中化，亦即藉由提高建築密度的方式，來創

造更多的樓地板面積。 

Barlev & May（1976）以紐約曼哈頓住宅建物為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房

屋興建會受到財產稅率以及利率影響，顯示建築開發商在都市內部進行住宅區選

址開發時，偏好選擇取得土地成本與其他費用較低之處，以達到較高的開發利潤，

並進一步實證發現，當一個地區內部每增加一單位的財產稅率，房屋興建投資量

將降低 9 億美元，並增加 4 倍的房屋拆除量。主要係因為拆除房屋而讓地上不存

在建築物，能降低財產稅負擔。 

（二）區位與政策因素 

影響住宅供給之區位與政策因素，與下列有關：空地、大眾捷運系統、區段

徵收、市地重劃等。 

Bourne（1971）指出研究都市學者多關注在於，都市空間中土地使用模式的

不連續性。都市重開發的三種不同水準的空間決定區位因素：區域（region）、 地

區（area）、位置（site）。地區與整個都市的基礎設施與可及性有關。區域則和地

方和鄰里環境有連結性。位置則源自每個不動產本身地點的不同。蔡友翔（2012）

即指出由於都市空間會被區隔成數個獨立的不動產次市場，並藉由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和過去的土地使用方式，來對都市發展型態重新作用，產生不連續的空間發

展模式，此模式並無法單純的使用「可及性」此類連續變數來衡量。都市內部的

住宅開發也會因為這些不連續的空間發展模式，亦即由現存土地與建築物區位分

配所形成的鄰里環境，讓建築物重開發之使用類型轉變以及區位變化受到影響，

故鄰里環境對於都市內部之建築物重開發為最直接的區位影響因素。 

探究都市不連續性的發展成因，須瞭解何種因素主導鄰里環境的組成狀態，

並考慮對於鄰里環境產生變化的背後因素。都市內部各地區的鄰里環境組成，最

主要是由各種政府以及私人開發所形成建築物以及各種公共設施，包含交通建設、

商圈劃設、文教機構、公園綠地、建築物開放空間等因素，如此多元的土地利用

規劃，促使都市內部空間的異質性產生。蔡友翔（2012）指出空間異質性係一種

相對概念，每個地點均擁有各自的鄰里環境組成情況，代表不同地點擁有不同的

鄰里環境，並透過空間異質性影響到個別地點之建築物重開發。其概念類似應用

特徵價格法來衡量不動產的價值，購買一不動產時，除擁有該不動產之整體結構

外，亦同時擁有鄰里環境所帶來的效益，彼此為不可分割之一束權利，將共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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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該地區不動產價值。 

前述提及房屋存量越高之地區，可能使得都市內部該區域房屋興建的機會下

降，雖然於都市內部區域出現空地的多寡與房屋存量並無直接關係，但 Bourne

（1969）說明若研究缺乏討論空地與新建築物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出現誤導，並指

出許多研究顯示新建築進行區位選擇時，傾向於空地較多的地區，因為比起要拆

除重建現有建物，於空地進行建築行為將節省拆除成本，因此空地出現的位置將

影響新建築的區位。 

蔡友翔（2012）指出，除了都市內部之市中心地區擁有較多的建築物重開發，

從市中心地區向外延伸到都市內部各個區域中心，也會出現較多之建築物重開發；

而區域中心通常是地鐵站所在的地區。都市內部範圍中地鐵站之周圍區域，其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一般都容許土地做為較高強度之使用，並因為地鐵站周圍區域之

交通可及性高，故也是人口活動和經濟活動聚集之處，所以這些地區的地價也會

較高，導致建築物重開發的可能性增加。Bourne（1969）以多倫多市為研究對象，

發現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出現越多的區域，在地鐵站附近的區域明顯較多。 

新設都市地區為實施開發建設，或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

交通、促進土地利用；或在都市開發新社區等，得報請實施市地重劃。市地重劃

被視為一種綜合性土地改良的工具，政府希望透過市地重劃加速都市特定地區的

土地開發（林子欽、許明芳, 2003）。經由政府主導市地重劃之地區，其實施可取

得區內必要的道路、公園、廣場、國中、國小、市場等 10 項公共設施用地，俾

利於興建公共設施，改進居住鄰里環境。由於區內的道路網已開發完成，原本不

便興建住宅的土地將陸續興建開發，並發還土地所有權人一定比例之未建築土地，

且能在財政支出最小的情形之下，透過變更成適合居住的住宅區，大幅提供都市

內部住宅供給。Bourne（1976）經由實證結果顯示開發商對於建築物的開發區位

選址決策會受到該地區之空地比例所影響。故由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將提供可

直接建築開發之空地，於都市內部形成特定之區位條件，有利於都市內部建築行

為之產生。 

市地重劃被期待能解決都市內部土地供給問題，然而重劃後土地之發還分配

畢竟不是以土地市場開發需求為主要考量，就個別地主而言，其土地面積與地主

人數未必適合立即開發，土地共有產權的問題依然存在。但經由公共設施之配置

與規劃，重劃區內的土地整體來說開發潛力大幅增加（林子欽、許明芳,2003）。

Lin（2005）就以臺北市內湖五期重劃區為研究對象，利用土地面積產權資料進

行分析，其研究結果顯示市地重劃某種程度能減少土地共有情形，降低土地整合

成本，並使個別建築基地面積變大，故經由政府主導土地開發之區域，個別建築

基地面積增加，將提升土地利用的規模經濟，有利地價之上升。雖然區段徵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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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發生的區位條件並不完全相同，但一樣能透過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的變更，

使低強度使用之分區變更至較高使用強度之分區，進一步促使地價上漲。故經由

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地區，蔡友翔（2012）指出由於興建完善公共設施與道路規

劃改善居住鄰里環境、發還給土地所有權人之未建築土地可供直接建築使用、平

均建築基地面積變大，土地共有關係單純化、土地使用強度提升，皆能使市地重

劃或區段徵收完成後的區域地價上升，有利於都市內部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之供

給。 

（三）個別因素  

影響住宅供給之個別因素，與下列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屋齡、土地面

積、土地產權等。 

Barlev & May（1976）指出影響都市內部房屋興建投資的重要因素為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而管制行為通常以兩種方面來影響。其一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定

該地區的房屋總數量與建築位置，故當分區管制越鬆散，則建築成本越低。其二

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預期改變有時可能會提前影響目前房屋興建投資者的行

為，如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預期會變得更加嚴格，興建投資者將會比原先計畫還

要更加迅速的去進行建築行為，以適用目前較鬆散的管制規定。但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一直沒改變，就能對於房屋興建量保持中立性。 

建築物屬不動產之一部分，具有耐久財之特性，但經過一段時間難免遭受損

壞而造成折舊。在正常客觀情況下，建築物若未經維護或修繕且隨使用年限逐漸

增加，會因為折舊而減損建築物的經濟價值，故在觀察建築物開發的過程中，建

築物本身價值會越來越低，將導致建築物的維護管理成本提高，繼續使用的價值

將逐漸降低，故拆除重建新建物將增加不動產淨現值（Bourne,1976）。不過實證

結果卻有不同的看法。Bourne（1969）利用加拿大多倫多市於 1952 年到 1962 年

建築物新建之資料進行實證，結果顯示新建物出現較少的地區出現在屋齡高、人

口密度高、小基地地區和混合使用地區，並進一步指出屋齡與新建築出現的區位

存在顯著的負向關係，顯示私人於再開發的過程當中，並無明顯拆除老舊和退化

房屋之行為。蔡友翔（2012）指出建築物的品質以及建築物本身的價值，實際上

難以用確實的數字或價格來表達，故可用建築物的屋齡來替代建築物品質與建物

使用價值之變數。 

土地產權複雜度將影響建築開發商取得土地之難易度與土地取得成本，並進

一步影響建築物開發之選址決策。Bourne（1969）指出當都市內部土地及建物的

產權狀態複雜，進行土地整合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提高，將會降低重開發後之淨現

值，導致住宅開發的可能性降低。Bourne（1971）指出土地細碎、產權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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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財產義務法則讓大規模的開發變得窒礙難行，此等概念與反共有地悲劇理論

可互相呼應。Bourne（1976）對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建築開發商進行問卷調查，發

現建築開發商於住宅興建選址決策當中，認為前四大決定因素選項分別為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開發可行性、現存土地的產權狀況、土地取得難易度以及基地面積大

小。其中現存土地的產權狀況、土地取得難易度皆與土地取得成本有關，如建築

開發商能有效降低土地整合成本，於建物重開發時將會帶來更多開發利潤。除土

地產權部分，土地面積大小於土地整合開發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Bourne

（1969）研究發現新建築的出現與住宅區土地的面積大小有正向關係，並指出降

低土地整合成本的重要性，使得基地較大的地區較能吸引投資興建開發。Bourne

（1976）指出土地取得難易度的重要性，除表現於產權狀態外，土地面積大小亦

是成本面因素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一個開發基地規模如果相同，建築開發者偏

好土地面積較大者來進行土地整合，也代表接觸的地主較少，能有效降低土地取

得成本。 

表 2- 1 影響都市內部住宅開發供給之因素整理 

回顧之文獻 文獻分析方法 影響都市內部住宅開發

供給之因素 

Barlev&May（1976） 一般迴歸 所得、房屋存量、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 

Bourne（1969） 一般迴歸 房屋存量、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屋齡、混合使用、

空地、鄰近地鐵站 

Bourne（1971） 變異數分析矩陣（卡方檢

定）、因素分析 

所得、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鄰里環境 

Bourne（1976） 因素分析、一般迴歸、問

卷訪談 

屋齡、鄰近捷運站、空

地、土地取得難易度 

Whitehand（1978） 事前事後比較分析

（Before and After 

Analysis） 

所得、人口成長率、地價 

Whitehand& Whitehand 

（1983） 

事前事後比較分析 距市中心距離 

蔡友翔（2012） 一般迴歸 人口成長率、所得、屋

齡、鄰近捷運站、政府主

導之土地開發、空屋率 

Smerch et al.（2003） 追蹤資料分析 

（Panel Data Analysis） 

時間長短、房屋存量、離

CBD 距離、不動產價值 

資料來源：蔡友翔（201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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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住宅開發供給與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關係 

根據上節末回顧發現，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化可能會影響都市住宅的開發。面

積產權細碎化儼然已成為各國普遍的土地利用問題，而歷來國內外研究的重心多

放在如何衡量土地細碎度以及其對於農業部門的正負面影響（Bentley,1987; 

Brazel,1992;Tan 等,2006;Van Hung et al.,2007;Ranman,2008;Kawasaki,2010 ），較

少將其影響反映在都市土地，尤其是都市住宅開發與供給的部分。Eckart（1985）

指出若一地區土地越細分，須合併開發的地主人數越多或個別地主持分越低，則

開發將面對多數地主問題，造成地主要價上升、協商成本增加，最後可能導致開

發不效率。Adams 等（2000）指出英國對於棕地（brownfield）的爭論有逐漸增

多的趨勢，且越來越多人也意識到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產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Adams 等（1988）以曼徹斯特（Manchester）市中心作為研究範圍，於 1978 年

至 1984 年期間內，針對已開發與空閒土地之差異進行比較，並指出複雜的土地

所有權、實體條件及價格限制均阻礙土地開發過程，進一步延長土地空閒時間，

故雖然市中心存在許多空閒土地，但相關限制致其難以立即開發。 

Adams 等（2001）則以蘇格蘭及英格蘭四城市（Aberdeen、Dundee、Nottingham、

Stoke）的 80 筆潛在重開發土地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方式係透過向土地所有權人

進行問卷，探討 1991 年至 1995 年當中土地所有權限制對開發之影響。研究結

果顯示土地所有權限制將阻礙土地使用、土地市場與土地開發等，其中最主要之

所有權限制型態為所有權之分散（Ownership rights divided），此型態之所有權限

制包含信託、出租、設定抵押、限制性契約等。然而因此類所有權限制往往具有

時效限制故影響較小，相較之下，共有產權除非面對高價值之商業開發誘因或政

府直接介入外，其為最難解決之所有權限制。 

近年來我國國內研究逐漸重視都市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與都市土地開發間

之關係，並證實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與都市土地開發供給間存在負向關係。黃方

欣（2013）以臺北市萬華區部分地段為研究範圍，認為住宅供給彈性小的原因，

係來自土地面積產權細碎造成土地供給較少，因而限制供住宅使用的土地數量，

並指出若土地細碎度高，則可能隱含單筆土地的規模較小，需要經過整合，才可

達到一定的開發規模。其中實證部份透過計算 SI與 JI值，發現研究地區內的土

地出現高度細分的情況，於此情形下可能導致土地開發進度緩慢，進而以研究地

區為例，從 1970 年起開始開發萬華車站地區共需耗時 76 年。曾禹瑄（2014）則

以臺北市信義區為研究地區，同樣以 SI 與 JI 值計算，也得出與黃方欣（2013）

類似之結論，進一步由 Logistic 迴歸模型實證開發與否與產權條件之關聯，其研

究結果顯示土地面積越大或所有權人人數越少、持分越單純、屬於完整所有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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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發機率越高。 

從以上的文獻皆顯示土地產權面積複雜度可能是阻礙都市住宅供給的關鍵

因素之一，但國內研究以土地面積整合所需年數以及 Logistic 模型實證土地產權

條件影響土地開發機率大小，皆屬間接的方式論證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與都市土

地開發供給間存在負向關係，故國內欠缺直接論證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與都市土

地開發供給間存在負向關係之方式。 

蔡友翔（2012）以全臺北市為研究範圍，利用一般迴歸模型和空間迴歸模型，

衡量影響臺北市建築物重開發程度之因素，依變數為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而自

變數可分為三個類別，依序為總體經濟因素、建物個別因素以及區位因素。總體

經濟因素包括人口變動率、戶口數變動率、中所得與高所得之虛擬變數，建物個

別因素包含平均屋齡、屋齡變異係數與空屋率，區位因素包含捷運站、土地開發。

綜觀整體模型，雖投入模型內之自變數大致上均呈現顯著，但模型的配適度

adj-𝑅2僅 0.358，尚存在許多的提升空間，顯示該模型仍有許多會影響都市內部

建築物重開發且未考量到之因素。根據以上相關文獻的回顧，紛紛指出在都市住

宅供給的過程中，土地面積與產權因素可能扮演某種程度的重要角色，因此自變

數忽略重要的土地面積、產權因素，可能使得解釋都市住宅供給之因素無法更加

全面與完善。為探究土地細碎化內涵及其對於都市住宅供給開發之影響，於下一

節將進行土地細碎化之相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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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細碎化起因與影響 

土地細碎化的概念在土地利用領域被廣泛討論，至今卻尚無一個統一完整的

名詞定義。土地細碎化係指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在空間上被分割成許多相互分裂

坵塊的土地結構形式（King & Burton,1982）。蘇旭霞（2002）認為土地細碎化

係指每個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分為零碎的坵塊，土地所有權人擁有的土地坵塊大

小不一，距離遠近不等。綜合學者對於土地細碎化之定義，土地細碎化應當同時

具備以下特徵：一是土地所有權人擁有多塊相鄰與不相鄰的土地；二是坵塊平均

面積過小致使缺乏規模經濟；三是坵塊的細碎包含土地面積與產權，故土地細碎

化乃為一種社會科學的現象描述，並非以實際數字定義土地細碎化。在許多國家

當中，不論是農地或市地，細碎化是土地結構中普遍的現象。總體來看，土地細

碎產生原因分為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兩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討人為因素之土地細

碎化起因。因造成土細碎化之成因眾多，本研究試圖將對於土地細碎化產生的原

因進行文獻回顧，並區分成三大部分以涵蓋土地細碎化之成因。 

一、土地細碎化起因 

（一）土地制度因素 

1.財產繼承制度 

一般多數認為：繼承是土地分散細碎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數國家採用的繼承

法，將財產公平的均分給所有繼承人（如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或部

分國家僅長子能繼承被繼承人的一切（如法國、日本）。其中土地繼承的諸子均

分制被許多學者歸為導致土地細碎化的主要原因。在古老國家的法律，這種傳統

具深厚的歷史淵源（如拿破崙和伊斯蘭的繼承法），法律要求須平均分配給繼承

人間。幾代下來，土地持有和坵塊面積越來越小。Bentley（1987）指出有實證

分析顯示，在許多地方，繼承制度是土地分散的主要因素，例如在中世紀的英國、

荷蘭和賽普勒斯（Cyprus）。 

2.國家的土地均分制 

Falco 等（2010）指出，在一些國家，土地細碎化並不是由財產繼承制度造

成的，而是由以實現公平為目標的土地分配制度造成的。Bellon（1996）發現，

土地所有權的分散是作為一種維持墨西哥中部契阿帕斯州（Chiapas）一個村社

的土地分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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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勇、陳風波（2011）指出在中國農村，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家庭

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取代人民公社，農戶成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此制度的實行

有效解決人民公社體制中存在的缺乏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的問題，大幅提高農民

生產的積極性，為 20 世紀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中國農業的迅速發展和農民

收入的快速提高做出貢獻。然而此一制度安排是以實現土地在農民之間公平分配

的土地均分制為基礎的，因此它被許多學者歸為導致中國土地細碎化現象再次出

現的直接原因。 

（二）市場交易因素 

由於土地是一種多功能、多用途的資源，土地市場在所有權結構調整的過程

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因土地所有權人希望一塊土地不僅用於農業活動，還可以用

於其它原因，如投資、提高個人社會聲望和地位，並確保現在和未來家庭的生活

條件。Grigg（1983）指出，在不同的社會當中，取得土地是許多人民在人生中

最重要的目標。原則上，土地市場的出現有助於進一步的土地細碎化，因為在大

多數情況下，農民不繼續購買既存土地上的持份，而是購買其他細碎土地的持份。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當農民獲得相鄰的土地以擴大其持分，購買土地可以減少

土地細碎化。 

（三）其他因素 

1.人口成長 

人口增長經常被列為土地細碎化的原因，通常和繼承制度也有關（Burton 

&King ,1982）。Grigg（1983）指出在拿破崙民法典之下的人口增長和繼承制度

導致十九世紀法國的土地細碎化。 

Bentley（1987）指出，繼承制度如果沒有伴隨著人口增長，就不會導致土

地細碎化，並提到學者 McCloskey 使用數學模型模擬，一個假想村裡面並沒有

人口的增長，但具有分散的土地產權結構制度，土地就不會再繼續細碎化。 

2.歷史和文化的角度 

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普遍存在於老舊的社區與國家（如歐洲），而此是土地

細碎化不可避免的原因。現代土地細碎化的問題係源自於傳統的農場結構，是歷

史遺留問題造成的。在當時的時空背景，土地細碎化是為適應當時的條件，就能

足夠一家之生活、動物養殖、廉價的勞動力。然而，這些條件並不適合當前現代

農業機械化的需求（Bentle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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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細碎化影響 

雖然土地細碎化存在許多負面影響和衝擊，而通常被認為是農業部門與都市

土地部門的根本問題，但並非所有情況下皆存在負面影響，亦可能存在正面的效

益。以下將土地細碎化產生的正負面影響依據農業部門與都市土地部門進行討論，

以瞭解不同空間結構下所產生的不同影響。 

（一）農業部門 

1.正面影響 

農業部門與其他產業不同點在於除了須承擔市場風險外，亦須承擔自然風險。

農民在面對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雙重壓力下，透過多樣化種植來分散風險就成為

可能的選項。Blarel（1992）認為土地細碎化可使農戶透過多樣化經營降低農業

生產風險。Bentley（1987）認為土地細碎化不僅可以分散農業生產風險，還能

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因此土地細碎化現象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也有學者對此存

疑，陳培勇、陳風波（2011）認為農戶並非只能在分散的土地上才能實現多元化

種植，農戶同樣可以在同一塊地上種植多種經濟作物達到相同目的。或者即便農

民擁有多塊不相鄰的土地種植同種作物，一樣能降低農業生產中的各種風險，如

病蟲害或澇害，降低農藥和植保費用等生產成本後，提升農戶淨收益。 

2.負面影響 

Van Hung 等（2007）透過越南河西和安沛兩省188個農戶的實地調查研究

發現，小型農場的土地更加細碎化，進而增加家庭勞動力使用和其他費用支出，

提高農戶從事農業的生產成本。Tan等（2006）利用中國江西省三個村331個農戶

調查數據探討土地細碎化對水稻生產成本的影響，發現土地細碎化對水稻的總生

產成本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 

國內外有許多文獻在探討農業生產效率與其它因素間之關係，此方面研究主

要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方面為農場規模與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則為土地面積與生

產效率間的關係。本研究則將重點放在土地面積與生產效率間關係的回顧。

Rahman（2008）利用孟加拉水稻生產者的調查數據，針對土地細碎化對水稻生

產力和效率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其研究顯示土地細碎化對水稻生產力和效率存在

顯著的負面影響。透過對土地細碎化彈性的估計，當土地細碎化程度每增加1%，

水稻產量減少0.05%，效率降低0.03%，故土地細碎化對於糧食生產造成負面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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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部門 

1.正面影響 

根據 Eckart（1985）與 Colwell &Munneke（1999）提出土地面積與地價存在

非線性關係，兩者間的非線性關係源自於土地整合或分割的交易成本並非等於零。

面積與地價之非線性關係是指隨著土地面積增加，土地價格將先以遞增的速率增

加，之後再以遞減的速率增加。以遞增速率增加的方式稱作「面積規模報酬遞增」

（plottage or convex）；而其後以遞減速率增加的方式稱作「面積規模報酬遞減」

（plattage or concave）。基於以上概念，地塊較大的國家可能透過土地分割的方

式使得土地總價增加，因此將土地加以細碎化存在價格提升之誘因。林子欽與許

明芳（2003）即指出北美地區由於個別土地面積較大，土地開發前較常見土地分

割過程。但此種分割土地模式則較不適用於地塊較小之國家，如臺灣或日本。 

2.負面影響 

都市土地內關於土地細碎化研究多著重在其與開發行為間之關聯。黃禹嘉

（2012）利用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商業區與都市更新通過事

業核定計畫的機率呈現負向關係，因商業區土地面積和產權普遍零碎程度高，土

地所有權人過多導致協商成本增加，進而影響事業核定計畫通過之程序，故土地

所有權人多寡與產權簡單與否，與都市更新核定機率息息相關。 

黃方欣（2013）即運用T檢定、WMW檢定以及K-S檢定，分析已開發土地與

未開發土地在面積規模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其研究結果顯示已開發土地與未開

發土地在單筆土地面積與面積分配型態上確實存在統計上顯著的差異。雖無法直

接得知土地細碎與開發行為間之關聯性，仍可得知在土地市場上，開發者偏好面

積較大之土地或未達一定開發規模故須進行土地整合動作，致使已開發土地平均

面積大於未開發土地平均面積。如後者情形居多，則可間接推論因存在土地細碎

化現象使得開發者在開發前須進行多次土地整合動作，土地越細碎，整合的次數

就越多。最後並指出在萬華研究區域內若欲開發全數未開發土地須耗時76年整

合。  

曾禹瑄（2014）除利用產權複雜度指標檢視研究地區土地權屬狀況外，進一

步以Logistic迴歸模型檢視土地開發與否與土地產權條件之關聯性。由實證結果

可發現，土地產權條件變數之預期符號皆與預期相同且顯著，顯示土地面積越大、

權屬條件越單純（即所有權人人數越少、持分狀態越集中、為完整所有權）的土

地開發機率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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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衡量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指標 

許多外國文獻作者試圖用單一的平均土地面積來衡量區域土地面積細碎程

度，然而盲點可能出現在無法得知區域內土地面積分配情形。Demetriou（2013）

指出，學者 Edwards 計算不相鄰農莊土地的百分比當作坵塊細碎指標，學者

Dovring 計算農夫從自己的農莊出發到自己坵塊土地的距離當作坵塊細碎指標。

雖然這些獨立指標在衡量單一屬性時適用，但也只呈現出土地細碎度的單一面

向。 

在此之後，國際間許多學者發展出各種指標包含多種面向，例如 Simmons 

（1964）、Januszewski（1968）以及 Igbozurike（1974）。Simmons（1964）提出

的面積細碎度指標考量區域間的坵塊數量，來衡量區域間面積大小差異程度，成

為分析土地細碎度之主要指標，並被廣泛使用。 

在農業部分，土地細碎化係指一農場當中存在許多細小的坵塊，此為多數發

展中國家的農業共同特色。以下許多文獻利用辛普森指標（Simpson index，簡稱

SI）和計量模型來分析土地細碎化的發生機率與起因。Natalia （2013）利用 2003

年保加利亞（Bulgaria）家戶資料，利用 SI指標來衡量土地細碎度，並提及 1991

年的土地改革主要是針對國內農地細碎化的問題，然而本篇研究顯示跟過去保加

利亞國內未經國內實證研究結論相反，反而在後共時期（Post-communist period）

土地細碎度急遽下降，但未見其說明原因。然而土地細碎與農作物生產力之間的

關聯性，歷年來不同區域的學者產生迥異的結論。Blarel（1992）利用南非洲迦

納（Ghana）與盧安達（Rwanda）的家戶與土地資料，並檢驗土地細碎化和土地

生產力之間的關係，雖然土地細碎在迦納與盧安達是普遍現象，但研究結果顯示

土地細碎似乎不會對於土地生產力產生負面影響，並非過去普遍認為的存在不效

率問題，並指出土地重劃無法顯著提升土地生產力，更應根本的關注在降低土地

細碎度。不過亦有其他學者與此論點持不同意見。Van Hung 等（2007）研究範

圍為越南北部，其指出在七千五百萬筆的土地當中，每家農戶約擁有 7 到 8 筆土

地。越小的農地越有可能變的更細碎。根據迴歸分析除證實土地細碎化和稻米生

產量之間存在負向關係外，亦增加勞動使用量與其他費用支出。並提出當農業生

產能力越高，土地細碎程度就會降低。依據經濟理論，當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機會

成本和降低土地交易成本有利促進土地整合。Kawasaki（2010）指出目前對於衡

量土地細碎化的影響會呈現正效果或反效果應取決於成本與效益的程度比較，致

使解決土地細碎問題並無出現共識，最後利用日本農場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

對於土地細碎化所造成之成本與效益進行實證，其結論為土地細碎化對於日本的

稻作生產將會產生阻礙，土地細碎的效益在發展中國家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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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知區域內土地面積分配情形，可透過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的概

念來衡量。吉尼係數的衡量方法不僅可以用在所得平均度的衡量上，也可以用在

土地利用領域上。黃方欣（2013）與曾禹瑄（2014）即利用學者趙岡所提出的概

念，將吉尼係數應用於衡量土地面積分散程度，趙岡（2008）即指出過去研究傳

統社會的地權是史學界多年來的熱門話題之一，原本係為實證的課題，但絕大多

數的研究者並不以實證方式來處理，僅引用文人筆記中的隻言片語，如某軍「廣

置田產，地連阡陌，為本鄉首富」此類記載，並批判無具體數據，根本非統計上

所謂的「分配」，故吉尼係數的應用提供一個較強而有力於衡量地權分配均度的

證據。並進一步指出由於吉尼係數為無單位指數，有助於比較分析不同時空地區

的地權分配情形。 

綜合目前既有衡量土地細碎度僅包含土地實體屬性，亦即土地面積面向。過

去文獻衡量土地細碎度多用來估計農業（第一級產業）相關用地，也確實存在其

衡量之必要性，因此經由多篇國外文獻皆顯示土地面積條件確實能影響農業生產

效率與農業生產規模（Tan 等,2004; Van Hung 等,2007）。然而為進一步衡量土地

細碎，其意涵除土地面積細碎外，亦應包含土地產權細碎，才能得知土地細碎的

全貌。曾禹瑄（2014）即以賀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來

衡量土地所有權細碎程度。因此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指標應至少包含兩種面向，

即評估土地面積與所有權持份狀態。故 Demetriou（2013）進一步指出一種新的

綜合方式來衡量土地細碎，其衡量面向包含坵塊離散程度、坵塊面積、坵塊形狀、

坵塊可及性以及坵塊共有產權型態，但其衡量方式須給予主觀權重，因此從地主

角度或規劃者角度出發即可能出現不同的衡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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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節 

本章欲藉由各節安排之文獻回顧來得知，影響都市住宅供給之因素當中，都

市土地細碎問題往往較容易被忽略，因此將更進一步聚焦探討都市住宅供給與土

地面積產權細碎之關係。經國內外研究皆發現土地面積產權細碎與都市住宅開發

供給間確實存在負向關係，但亦多屬間接之方式論證，因此欲以直接方式證實土

地面積產權細碎與都市住宅供給間存在負向關係，須試圖將土地面積產權細碎程

度予以量化，並以迴歸模型分析。然根據蔡友翔（2012）研究臺北市建築物重開

發之影響因素，投入模型內的自變數雖大致上呈現顯著，但整體模型的配適度

adj-𝑅2僅 0.358 左右，尚存在許多的提升空間，顯示該模型仍有許多未考量到之

關鍵因素，將會影響都市內部之住宅供給。根據以上相關文獻的回顧，紛紛指出

在都市住宅供給的過程中，土地面積與產權因素可能扮演某種程度的重要角色，

因此自變數若能考慮重要的土地面積、產權因素，進一步使解釋都市住宅供給之

影響因素能更加全面且完善。 

本章第二節指出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化在各國的各種面向及影響。土地細碎

化存在許多負面影響與衝擊，而通常被認為是農業部門的根本問題，但並非所有

情況下皆存在負面影響，亦可能存在正面的效益。然而其中關注焦點多放在農業

土地，較少關注在都市土地，因此無法突顯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於都市土地當

中的重要程度。 

本章第三節著重在國內外研究係如何衡量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雖然這些獨

立指標在衡量土地的單一屬性時適用，但也只呈現出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的單一

面向。因此在近年來有新的綜合方式來衡量土地細碎度，包括坵塊離散程度、坵

塊面積、坵塊形狀、坵塊可及性以及坵塊共有產權型態，以呈現較完整之土地細

碎面貌，並有助於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抑制可能有害的土地細碎問題。 

 故本章進行文獻回顧的目的乃在於從現有的文獻當中找到可能的研究缺口，

並將其陳列如下。第一，過往的文獻大多在衡量農業土地之細碎程度並探討其正

反面影響，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可從都市土地出發來探討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

藉此突顯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在都市土地結構當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第二，國內文

獻在論證都市住宅供給與土地面積產權細碎關係時，大多以小地區之實證推論以

上兩者之關聯性，本研究可從全臺北住宅區土地出發，而不僅限於某地段或行政

區，以避免陷入樣本不足以代表母體之疑慮。第三，國內欲證實都市住宅供給與

土地面積產權細碎關係多以土地整合所需年數以及Logistic模型實證土地產權條

件影響土地開發機率大小之間接論證方式，雖能得到類似之結論，但若能直接以

一般迴歸模型或空間迴歸模型比較分析，並經文獻回顧整理出影響都市住宅開發

供給之自變數，另加入本研究著重的土地面積產權因素，必能更進一步以全觀的

角度來觀察都市住宅開發供給背後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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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地區 

為探討土地面積、產權是否為都市住宅供給過程中的主要影響因素，研究地

區則須具土地面積過小或產權較複雜的問題傾向，加上須有龐大的建築物再開發

需求與壓力。目前臺北市為臺灣早期發展的都市之一，利用臺灣行政區面積表及

臺灣行政區人口列表的資料所計算出的人口密度，臺北市居冠，成為臺灣人口密

度最高之都市，也是臺灣地狹人稠特色的典型代表城市。吳佳儒（2015）根據臺

北市建管處統計數據指出，臺北市平均每件推案的基地面積僅在 300 坪左右，平

均每件推案的戶數於近年來確實呈現漸減趨勢，並以我國土地開發市場偏好整合

開發的特性觀之，此常態現象即代表臺北市恐長期面臨土地整合的困境。 

從都市生長的觀點來看，臺北市已到達發展成熟之階段，都市內部土地多已

建築使用，僅存少部分土地為素地未建築之型態，而土地市場上所留存之空地也

多從拆除舊有建物而來，成為在等待開發之型態。另根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資

料，經本研究統計，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核准件數從民國 89 年至 103 年以

來共累計 1042 件，亦居全臺之冠，突顯臺北市具有龐大的建築物再開發需求與

壓力之特色。故從以上觀之，臺北市相對於臺灣其他縣市較具有土地面積過小或

產權較複雜的特色。 

為決定本研究之理想研究對象，綜上因素，本研究選擇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

當中的住宅區作為研究標的。於實證分析章節，前部份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為

最小分析單元，對於進行臺北市住宅區當中的土地面積、產權因素分析；後部份

更進一步以里為最小分析單元，臺北市配置有住宅區之里共計 420 個，俾能使分

析結果更加細緻。 

本研究以全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當中的住宅區作為研究範圍，臺北市 12 個行

政區總面積為 27,179.97公頃，區域內共計418,367筆土地，其中公有土地 123,879

筆，私有土地 280,342 筆。而可供都市建築土地當中的住宅區總面積為 3,799.58

公頃，約占臺北市總土地面積 13.98%。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範圍極東為南港區舊

庄里，極西為北投區關渡里，極南為文山區指南里，極北為北投區湖山里，並由

此四極點所形成之研究範圍，如圖 3-1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A1%8C%E6%94%BF%E5%8D%80%E9%9D%A2%E7%A9%8D%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A1%8C%E6%94%BF%E5%8D%80%E4%BA%BA%E5%8F%A3%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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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臺北市四至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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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節分為三部份，首先針對都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行空間自相關

檢測，因都市住宅供給可能存在某種空間特性，而非隨機分布，故將進行全域型

空間自相關與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前者欲掌握觀察值的整體空間分布狀況，

後者則欲檢測個別觀察值於空間之聚集特性，以瞭解每一空間單位之都市住宅供

給與鄰接單位之相關性。 

 下一部分則以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初步勾勒出臺北市各行政區的土地面積

產權條件，以對於各行政區內之土地條件有概括性的掌握與瞭解。此部份土地面

積產權細碎度指標又可分為面積細碎度指標與產權細碎度指標，除資料的敘述統

計外，前者應用之衡量方法為 J I 指標、S I 指標與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後者則以賀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進行量化計算，並提出

綜合評估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之二維向度分析。  

 最後迴歸模型設定則採用一般迴歸分析與空間迴歸分析。一般迴歸分析是使

用甚廣的統計分析技術，其主要用途有二：一為解釋，二為預測。解釋的功能主

要在於說明依變數與自變數間的關聯強度及方向；預測的功能則是使用迴歸模型，

利用已知的自變數來預測未知的依變數。所以為了增加迴歸分析的估計能力，所

有自變數間的相關性要越低越好，而每個自變數與依變數的相關性則要越高越好

（陳正昌, 2005）。故經由前章文獻回顧，整理歸納出都市住宅供給之可能影響因

素，並透過一般迴歸分析掌握臺北市都市住宅供給之影響因素與影響程度。然而

一般迴歸模型係假設自變數間皆獨立，如分析對象受空間上鄰近對象影響，則存

在空間相依性，分析對象彼此間具有某種程度之相關性，則不符合一般迴歸模型

之自變數間須獨立之前提假設，可能發生估計式之殘差項並非呈現隨機分佈之狀

態，而使一般迴歸模型之係數估計產生偏誤。若本研究之都市住宅供給存在空間

相依性或遺漏具空間特性之變數使誤差呈現非常態分佈，則須利用空間迴歸分析，

考量空間相依性之特性於模型中，而建立合適之空間迴歸模型，俾能使估計結果

更加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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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自相關檢測方式 

在一般的傳統統計學，欲探討兩變數間之關係，常利用共變異數與相關係數

為兩變數間關係提出敘述測度。共變異數為兩變數間線性相關的敘述測度，當共

變異數為正值，表示兩變數關係為正的線性相關，當一變數增加，另一變數也隨

之增加；當共變異數為負值，則反之；當共變異數趨近於零，即表示兩變數不存

在線性相關，所有的値呈現平均隨機分布，表示兩變數間相關性微弱甚至沒有相

關性。而共變異數最大的問題即是相依於兩變數的衡量單位，而能夠避免這種差

異的方法即為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而當相關性的討論加入空間因

素，即空間相關性，係為檢測空間上兩種統計量（某兩種現象的屬性值）的變化

是否存在相關性（張雅華, 2007）。 

在空間分析上，除探討屬性值的相關性外，亦會進一步分析相同屬性在不同

空間單元是否有聚集的效應或僅單純的隨機分佈。因為在空間上，常會存在著「鄰

近事物通常比距離較遠的事物具有較高相似性之空間現象」（Tobler, 1970）故空

間自相關即是探討空間分佈特性，並研究不同空間單元的同一屬性於空間上的相

互關係。空間相關性與空間自相關並不僅就單一屬性值或單一地理位置而進行分

析，而是一種同時考慮屬性值與地理位置兩者的空間分析方法，找出區域間彼此

可能隱藏的涵義。 

空間統計（spatial statistics）係關於地理關係（geo-referenced）的統計分析，

屬於統計的分支，包括空間分配、空間自我相關等類型，主要將空間相依性

（spatial dependence）的觀念加入統計分析當中，藉以提供更多貼近真實狀態的

資料，進而產生較佳的的預測或更有效的參數估計（Grifith,1991）。所謂空間相

依性即在地理上互相靠近的地方，其特性也會較為接近。而相互靠近的地物之間

常出現相似的屬性值，可能性有兩種，其一係因為處於相似的環境當中，其二係

可能因為同性質的事物相互吸引，而與其他外在環境狀況較無關係。（溫在

弘,2015） 

然而若資料存在空間相依性，將會對一般迴歸模型產生影響。主要係因為建

立在獨立樣本假設上的一般迴歸分析方法，並不適合用來探討空間的問題。當空

間相依性存在時，同一空間範圍內的觀察值可能包含相似的訊息，導致變數之間

關係被重複觀測或誇大，使參數估計表現的更為顯著，從而造成統計上不顯著的

參數估計轉為顯著，進一步導致變數關係的錯誤判斷，因此在對空間資料進行統

計分析之前，必須要先檢測是否有空間自相關的存在。（蔡友翔,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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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空間相關性有許多種的方法，最常使用的有：Moran's I、Geary's C、Getis

等。在空間自相關分析中，以功能來區分共可分為兩大類：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 與 區 域 型 空 間 自 相 關 （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全域型空間自相關首先瞭解某特定屬性值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空

間中，其分佈呈現聚集分布、均勻分布或僅是單純的隨機分佈之情況後；若具有

空間聚集性則進一步利用區域型空間自相關中特定的統計量分析熱區（hot spot）、

冷區（cold spot）及異常值的地區。但如何定義鄰近地區是空間分析的第一步，

並可能影響到最後的分析結果。 

(一)定義鄰近地區 

由於空間自相關可同時檢測空間單元間位置的鄰近性（locations proximity）

以及與其鄰近區域的屬性值之間的相似程度，所以如何定義鄰近地區將會是接下

來空間分析的首要步驟，不同的定義方式將可能呈現不同的分析結果。若在區域

內有 n 個空間單元，每個空間單元皆有一個觀察值 x，空間單元ｉ與空間單元ｊ

的空間關係構成𝑤𝑖𝑗矩陣，i 與 j 的關係以 0 和 1 表示，以 1 表示 i 和 j 於空間上

相鄰，以 0 表示 i 和 j 於空間上不相鄰。通常為便於解釋，會將空間權重矩陣的

列進行標準化（row-standardized），即將每個元素除以未進行列標準化前該列的

元素總和，如此每列的元素總和等於 1 （Anselin,1999）。定義現象的空間鄰近

關係是透過空間權重矩陣（spatial weights matrix）如下表示: 

﹝𝑊𝑖𝑗﹞𝑛×𝑛
…式 3.1 

𝑊𝑖𝑗     ：區域相鄰矩陣 

Wij = 1 ：表示區位相鄰 

Wij = 0 ：表示區位不相鄰 

n      ：空間單元數 

ｉ＝1,2,……n 

j ＝1,2,……n 

而相鄰與否的判斷又可分為以距離為基準（distance-based）與以鄰接為基準

（contiguity-based），其設定方式又可細分如下：（胡立諄,2007） 

1.以距離為基準 

第一種方式是設定一門檻距離 d，若兩空間單元的質心（centroid）相距在所

設定的門檻距離 d 之內者，便為鄰域；第二種稱為最近鄰法（K-nearest neighbor ），

設定 K 值，距離空間單元ｉ最近的 K 個空間單元便是空間單元 i 的鄰域，使用

此種定義時，空間單元 i 的鄰域包括空間單元ｊ，但空間單元ｊ的鄰域不一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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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空間單元ｉ，即空間權重矩陣𝑊𝑖𝑗不一定等於𝑊𝑗𝑖。 

2.以鄰接為基準 

又可分為車相鄰（rook contiguity）與后相鄰（queen contiguity）。前者如兩

空間單元有共邊情形便是互為鄰域，即 X 與 B、D、G、E 四區。而後者則是兩

空間單元有共點共邊的情形均互為鄰域，即 X 與周圍八個區域。 

 

 

 

 

 

 

 

 

圖 3-2 車相鄰與后相鄰關係示意圖（改繪自 Wong and Lee,2005:33） 

(二)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全域自相關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量度指標為Morans’I，已被廣泛的應用在自

然現象的空間聚集研究上（Anselin,1999），作為空間自我相關判定指標，其計算

公式如下： 

I =
𝑛 ∑ ∑ 𝑤𝑖𝑗

𝑛
𝑗=1

𝑛
𝑖=1 （𝑥𝑖−�̅�）（𝑥𝑗−�̅�）

∑ ∑ 𝑤𝑖𝑗
𝑛
𝑗=1

𝑛
𝑖=1 ∑ （𝑥𝑖−�̅�）

2𝑛
𝑖=1

  …………式 3.2 

 

其中，n 為樣本數；i 代表某一目標地物；j 代表與 i 存在鄰近關係的其他地

物；𝑊𝑖𝑗是依據 i 與ｊ的鄰近權重；𝑥𝑖、𝑥𝑗為地物 i 與 j 的屬性值;�̅�為所有樣本屬

性的平均值。在 Morans’I 的公式當中，當𝑥𝑖和𝑥𝑗皆大於或小於平均數，則

（𝑥𝑖 − �̅�）（𝑥𝑗 − �̅�）必為正，I 值將大於 0，表示相鄰地區擁有相似的資料屬性，

存在正的空間自相關；當𝑥𝑖和𝑥𝑗其中一者大於平均數而另一者小於平均數，則

（𝑥𝑖 − �̅�）（𝑥𝑗 − �̅�）為負值，I 值將小於 0，表示相鄰地區屬性差異大，資料空間

分布係呈現高低間隔分布，存在負的空間自相關。I 值趨近於 0，則相鄰之空間

單元相關性低，即空間資料屬性高值或低值呈現無規律的隨機分布。綜上，

Morans’I值越大表示空間分布的相關性越強；而越接近 0，則表示空間分布呈現

隨機之狀態；若呈現負值，則表示空間屬性值的分布呈現負相關。 

 上述計算結果僅提供粗略的空間分布型態，尚無法得知該分布型態是否足夠

為統計上之顯著，故進一步須以 Z-score 進行顯著性檢定，以判斷Morans’I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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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係於多少信心水準下成立。首先，須建立一組空間型態不為群聚的虛無假

設（𝐻0）與空間型態為群聚的對立假設（𝐻1），便產生一組單尾檢定假設。而 Z-score

的分析過程，應先計算隨機分布下的統計指標期望值與變異數；其次再以分析計

算所得的觀察值減去隨機期望值，相減的結果再除以變異數平方（即標準差）即

可求得將Morans’I轉換後的 Z-score。計算公式如下：（溫在弘, 2015） 

 

Z（I） =
𝐼𝑂−𝐼𝐸

𝑆𝐷𝐼𝑒
  …………式 3.3 

 

其中SDIe為標準誤期望值，IO為觀察值得到的Morans’I指數，IE為Morans’I

的期望值。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Z（I）大於 1.96 表示區域內空間分布具有顯

著相關性，即空間單元與空間單元間存在正的空間自相關；若Z（I）介於 1.96

至-1.96 間，空間單元的相關程度並不顯著；若Z（I）小於-1.96 則表示區域內空

間單元的數值分布呈現負相關。 

(三)區域型空間自相關 

空間相關性局部指標（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由地理

學者 Luc Anselin、Art Getis 及 Keith Ord 於 1990 年代中期所發展偵測群聚的空

間統計方法，該方法主要係將全域型統計指標（Morans’I）的概念加以改良，透

過直接計算屬性值的差異比較相鄰地物的屬性值是否相近。LISA 的計算主要係

比較目標地物屬性值與鄰近地物屬性值分別與平均值的差作比較，計算公式如

下： 

 

𝐼𝑖 =
（𝑥𝑖−�̅�）

𝑆𝑖
2 × ∑ 𝑊𝑖𝑗（𝑥𝑗 − �̅�）；𝑆𝑖

2 =
∑ （𝑥𝑗−�̅�）

2

𝑗,𝑗≠𝑖

𝑛−1
− �̅�2 …式 3.4 

 

計算過程中所使用的平方差（S2）是一個常數項，透過除以這個常數項的目

的，在於將個別的𝐼𝑖轉換成可以與全域Morans’I統計量在相同的分數範圍。其中，

𝐼𝑖代表目標地物 i 的 LISA 值；𝑥𝑗為與 i 鄰近的地物 j 之屬性值；𝑆𝑖
2為鄰近地物屬

性的變異數；𝑊𝑖𝑗為 ij 之間的鄰近權重；�̅�為所有地物屬性值的平均數。 

  對每一個地物的 LISA 統計量𝐼𝑖，須進一步判斷其是否達到某一個信心水準

的顯著性。與全域型Morans’I統計量相似的概念，可將每個地物的𝐼𝑖轉成Z-score，

可得知此顯著水準下是否應拒絕虛無假設。首先建立一組目標地物沒有局部空間

自相關（隨機或離散）的虛無假設（𝐻0）與目標地物 i 有局部空間自相關（群聚）

的對立假設（𝐻1），產生一組單尾檢定假設。而各地物的 Z-score 計算過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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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先計算出隨機屬性值分布下的𝐼𝑖期望值，在將目標地物的𝐼𝑖值（觀察值）減

去期望值，最後相減的結果除以開根號𝐼𝑖的方差，即是目標地物𝐼𝑖的 Z-score，計

算公式如下：（溫在弘,2015） 

 

  Z（𝐼𝑖） =
𝐼𝑖−𝐸（𝐼𝑖）

√𝑉𝑎𝑟（𝐼𝑖）
  ；𝑉𝑎𝑟（𝐼𝑖）＝E（𝐼𝑖

2） − 𝐸（𝐼𝑖）
2
 ………式 3.5 

其中Z（𝐼𝑖）為目標地物 i 的 LISA 值的 Z-score；E（𝐼𝑖）為目標地物 i 的 LISA

期望值；Var（𝐼𝑖）為𝐼𝑖之變異數，n 為總地物樣本數。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

Z（𝐼𝑖）大於 1.96 為顯著的正向區域空間自相關，即某地區被屬性值相似的地區

包圍，稱為空間聚集（spatial cluster），當地區與鄰區的觀察值都很高（高於平

均值），則為熱區（hot spot），以 High-High（HH）表示；當地區與鄰區的觀

察值都很低，則為冷區（cold spot），以 Low-Low（LL）表示；若Z（𝐼𝑖）小於

-1.96，表示本身觀察值高但周圍低（High-Low）及本身觀察值低但周圍高（Low- 

High）的負向區域空間自相關，即為空間異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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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指標 

本處所稱之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指標，與土地開發整合相關的面向應包括土

地面積細碎以及土地產權細碎，並認為都市住宅供給之出現並非隨機分佈，透過

前章相關文獻皆顯示土地面積越大、產權條件越單純之土地或區域越傾向有住宅

開發之可能；相反的，土地面積越小、產權條件越複雜之土地或區域則越傾向於

阻礙都市住宅開發或再開發之可能。以上兩種土地屬性條件較為直觀且能掌握。

然而若是土地面積較大但產權條件較複雜之類型或是土地面積較小但產權條件

較單純之類型，則難以去判斷哪種類型對於都市住宅供給過程中所產生的阻礙較

大。以下將分成三部份探討，依序為土地面積細碎度指標、土地產權細碎度指標，

最後以二維向度分析呈現綜合評估土地細碎度之方式。 

(一)土地面積細碎度指標 

林子欽、許明芳（2003）以臺南市第五期重劃區之住宅用地為研究對象進行

土地面積、產權條件研究，並以重劃完成後共 11 年之土地移轉交易資料為分析

基礎，研究結果顯示已開發土地之平均面積大於未開發土地之平均面積。其原因

可能是市場開發者偏好面積較大之土地以利節省龐大的土地整合成本，或是整合

細碎土地形成具開發規模效益之土地成為土地開發市場中必要之行為，因此土地

面積屬性於開發者開發整合土地過程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考量因素。故針對土地面

積細碎度之衡量，除運用敘述統計呈現，本研究將參考第二章相關文獻探討土地

細碎度及所得不均度所使用之量化指標進行評估，相關指標說明如下： 

1.Simpson Index（簡稱 SI） 

Simpson Index 的前身為 Simmons Index，Simmons Index 於 1964 年由

Simmons 提出，將 1 減去 Simmons Index 即為 Simpson Index（Demetriou，2013）。

於過去文獻當中，SI 多被用來衡量農業土地細碎度之指標，其考慮的面向包含

土地筆數、土地面積以及農場規模，距離因素並非考量在內。而 SI 容易受到研

究地區內之土地筆數多寡或區域整體面積大小的影響。SI 的計算公式如下： 

               SI = 1 −
∑ 𝑎𝑖

2𝑛
𝑖=1

𝐴2   ………………式 3.6 

其中𝑎𝑖為區域內第 i 筆土地面積，n 為評估範圍內之土地筆數，A 為評估範

圍內的總土地面積，亦即 A=∑ 𝑎𝑖
n
i=1 。SI 值的範圍介於 0 到 1。若 SI 值接近 0 則

代表該區域內僅有一筆土地，即視為一完整土地；相反地，若 SI 值接近 1 則代

表該區域內擁有相當多筆土地且呈現高度細碎化的狀態。本研究將臺北市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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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視為本部份之研究單位，並運用 SI 來分析研究地區之土地面積細碎度。 

2.Januszewski Index（簡稱 JI） 

Januszewski 於 1968 年亦提出與 SI 概念相似的 Januszewsk Index，利用算術

上的優點，亦即總筆數面積開根號必定會小於各筆土地面積開根號之總和，故結

合平均土地面積與其土地面積分配的概念，JI 的計算公式如下: 

          JI =  
√∑ 𝑎𝑖

𝑛
𝑖=1

∑ √𝑎𝑖
𝑛
𝑖=1

 ………………………式 3.7 

其中𝑎𝑖為區域內第 i 筆土地面積，n 為評估範圍內之土地筆數，JI 值的範圍

介於 0 到 1，越接近 0 代表越高度細碎。這指標包含三種特性：隨著土地筆數增

加、土地面積越小，細碎值亦會跟著增加；當區域內大面積土地增加且小面積土

地減少，細碎值就會降低。Blare 等（1992） 指出 JI 與 SI 指標在衡量土地細碎

度時是最普遍的兩個指標。 

而每筆土地面積可從臺北市地籍資料面積屬性欄當中得知，又台灣的土地登

記制度不同於建物登記制度，於辦理土地總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係

採強制登記，亦即土地權利的變動應經登記，始生效力，故取得之地籍資料內容

尚稱完備且可性度高。因此在研究設計上，選取 SI 與 JI 兩指標進行臺北市土地

面積屬性之初步性分析，以掌握研究地區內的土地面積細碎程度。 

3.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一種衡量集中度的廣泛方法，通常係用來專

指「所得分配均度」。以圖 3-3 來說明，其計算公式如下：將資料分成橫軸和縱

軸，橫軸是人口累積百分比，縱軸是所得累積百分比，資料如分得越細則吉尼係

數將越精確。如人口每增加 1 個百分點，就累計一個所得值，故會有 100 組的數

字，每個所得值顯示於圖中，就成為圖中紅線的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而

羅倫茲曲線將正方形圖的右下半部分隔成A與B兩個區域，將A的面積除以A+B

區域（即正方形面積的一半）的面積即為吉尼係數。吉尼係數的範圍介於 0 到 1，

越接近 0 則集中度越低（分配越平均），越接近 1 則集中度越高（分配越不平均）。

吉尼係數定義之公式如下: 

 

Gini Coefficient（G）= 
𝐴

𝐴+𝐵
  ,0≦G≦1 ………………式 3.8 

當 A 區域面積越小，即羅倫茲曲線愈接近圖中對角線時，即表示所得分配

越平均，當兩線重疊時，顯示同樣比例的人口分得同樣比例的所得，所得分配完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409%u5C3C%u4FC2%u657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F85%u502B%u8332%u66F2%u7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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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均。而當羅倫茲曲線越往右下方移動，A 區域面積越大時，表示所得分配越

不平均，當 A 大到完全蓋掉 B 區域時，即表示極少數的人擁有全部的所得，故

所得分配極度不平均。 

   

 

 

 

 

 

 

 

 

 

 

圖 3- 3 吉尼係數計算示意圖 

本研究將吉尼係數應用於衡量土地面積分散程度時，將每筆土地視為一個家

戶，土地面積視為所得收入，土地所有權人為家戶人口數，但其應用上不同於黃

方欣（2013）與曾禹瑄（2014）將每筆土地的權屬簡化為一人持有之假設，因受

限於資料取得，較無法反映真實的面積細碎度。本部分因資料取得方面包括土地

所有權人數，計算每位土地所有權人所持有的面積大小進行分析，有利於比較土

地所有權人數對於土地面積細碎的影響程度，使分析結果更加細緻並貼近真實地

權分配均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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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產權細碎度指標 

根據前章的文獻回顧，均指出在住宅供給的過程中，土地產權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越複雜的土地權屬狀態可能對於都市內部的住宅供給產生阻礙。本研究量

化土地產權細碎度係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數、持分狀態兩種面向，均可由本研究資

料當中取得。 

賀芬達-赫希曼指數 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簡稱赫芬達

指數，原先是一種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係指一行業中各市場競爭主體所

占行業總收入或總資產百分比的平方和，應用於計量市場份額的變化，即市場中

廠商規模的離散度，是經濟學界和政府管制部門使用較多的指標。其計算公式如

下： 

HHI = ∑ （
𝑋𝑖

𝑋
）

2
𝑁
𝑖=1 = ∑ 𝑆𝑖

2𝑁
𝑖=1  ，∑

𝑋𝑖

𝑋
= 1𝑁

𝑖=1     ……………式 3.9 

       𝑋𝑖即為該筆土地第ｉ個持份的份額;，X 為該筆土地總持份額，𝑆𝑖＝𝑥𝑖/x 為該

筆土地持份，N 為該筆土地內的持份個數，將此概念應用到計算土地產權細碎度

上，HHI 即代表各筆土地內部之權利持分離散程度。HHI 值的範圍介於 0 到 1，

當土地為一人單獨持有時，HHI 值為 1；當土地 n 人持有且均分，HHI 值為 1/n，

故 HHI 值越大顯示土地所有權具有越集中之趨勢；反之，HHI 值越小則代表土

地所有權具有越分散之趨勢。 

(三)綜合評估土地細碎度指標 

以上的衡量方法都有其侷限性，主要係因為較少的因素被考量，因此土地細

碎度的其他衡量面向容易被忽略。特別是既存的指標忽略空間因素，例如形狀和

坵塊的離散程度以及非空間因素，例如土地的產權形態與內容（單獨所有或共

有）。 

原則上，與土地相關的特性將會影響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應該要全部被考

量，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的問題才能被清楚界定。目前既存的土地面積產權細碎

度指標都還不夠全面性，沒有一個標準化的綜合公式來評估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

（Bentley,1987; Van Hung 等,2007）。 

綜上，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指標衡量對象主要可分成「實體面向」與「權屬

面向」。實體面向包括土地面積大小，權屬面向包含土地所有權人數與持份狀態，

因國內在衡量都市土地的面積產權細碎度時，並無一合適之綜合方法可供衡量，

故創建新的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分析方法來克服上述問題可能是必要的。本研究

綜合土地細碎度的主要兩種屬性，實體面向與權屬面向，擬將上述之土地面積與

HHI 指標概念結合，試圖創建出符合臺灣都市土地適用之二維土地面積產權細碎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9%9B%86%E4%B8%AD%E5%BA%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BC%E5%90%88%E6%8C%87%E6%95%B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D%E9%A2%9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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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方法。然而土地面積因每個行政區的地理特性不同而差異大，故擬將土地

面積取對數，試圖彌平土地面積過大所造成的衡量問題。以下為二維土地面積產

權二維向度分析方法，橫軸為土地面積對數平均，縱軸為 HHI 平均，而中心值

之決定詳見下一章第三節，並根據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的地籍資料，繪製各行政

區之土地面積、產權二維向度散佈圖，共分為一、二、三、四象限，各象限所代

表的土地條件意義係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第一象限根據土地市場開發特性以

及曾禹瑄（2014）研究指出開發者傾向開發大面積或權屬單純之土地標的，故將

其命名為「容易開發類別」。第二象限將其命名為「面積較小但產權較單純類別」。

第三象限將其命名為「不易開發類別」。第四象限將其命名為「面積較大但產權

較複雜類別」。 

 

 

 

 

 

 

 

 

 

 

 

 

 

 

 

 

 

圖 3-4 土地面積、產權二維向度示意圖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4 
 

 
 

三、迴歸模型設定類型 

一般迴歸以 OLS 迴歸模型為代表，而空間迴歸模型主要可分為兩類，一種

為「空間延遲模型」（SLM），係用於研究相鄰單位或地區的行為，對整個系統內

其他單元或地區的行為存在影響的情況；另一種為「空間誤差模型」（SEM），在

此種模型中單元或地區間的相互關係透過誤差項來呈現。（胡立諄,2007;邱德

隆,2011;溫在弘,2015） 

(一)一般迴歸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OLS） 

在空間或時間上變化不同的現象，如果其變化是本質上的差異，而非出於同

一母體的機遇性差異，則有相關性（correlation）存在。利用迴歸分析方法可獲

得對象間互相影響的程度、方向及演變的規律性。一般欲探討自變數和依變數間

之關係，通常會利用迴歸分析。當沒有空間自相關或空間相依性的特性時，便適

用以最小平方法計算的一般迴歸模型分析，若自變數有多個，則為複迴歸模型，

其公式如下： 

y = 𝛽0 + 𝛽1𝑥1 + 𝛽2 + ⋯ + 𝜇 ……………式 3.10 

 

其中 y 為依變數，x 為自變數，β為迴歸係數，μ為殘差。而最小平方法迴歸

模型只有在某些假設下，迴歸參數估計與顯著性才有意義。通常評估每個樣本的

模式預測值與觀察值之間的殘差，作為是否符合最小平方法估計的假設依據，其

條件如下： 

1.殘差的平均值為 0 且為常態分配。 

2.殘差於每一個研究區中的每一個地方其變異狀況是固定的，在統計上稱為同質

變異性（homoscedasticity），每個殘差彼此之間是統計獨立的，觀察值之間彼此

不會互相影響，若違反此假設，估計量會缺乏效率性。 

3.殘差沿著迴歸線的分布是呈隨機的，而非形成某種型態。 

(二)空間迴歸模型 

在分析過程中一般迴歸分析通常分割研究地區為行政界線獨立且沒有重疊

的狀態來統計。但事實上，現象及其影響的因素不會受到行政界線或統計劃分的

單元而中斷，故資料存在空間相依性時，殘差項彼此間不獨立，可能不適合使用

一般迴歸分析的方式，此時考慮空間相依性的空間迴歸模型可能較為適合。而空

間迴歸模型主要可分為兩類，即「空間延遲模型」（SLM）與「空間誤差模型」

（SEM），分述如下：（邱德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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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 

如資料的誤差非獨立所造成的空間自相關可能是「鄰近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引起的，即可採用「空間延遲模型」（SLM）。其原理為增加一個自變數wy，代

表鄰近地區依變數的表現（spatially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並以矩陣表示。

如鄰近變數wy顯著，則鄰近區域表現確實會影響本身區域的表現，此為鄰近效

應。  

 空間延遲模型包含用一個空間上「延遲」的被解釋變數，作為一般的解釋變

數，類似於時間序列模型上下期的概念，此延遲的意義是來自於空間上而非時間

先後引起。空間延遲模型常用於「一地區的某活動同時影響鄰近地區活動，也受

鄰近地區某活動的影響」。由 Anselin（1999）研究展出的空間自我迴歸模型如下: 

 

𝑦𝑖 = α + ρ𝑤𝑦 + 𝛽𝑖𝑥𝑖 + 𝜀𝑖   𝜀𝑖~𝑁（0, 𝜎2） …………式 3.11 

 

其中yi為依變數，x 為 n×k 的外生解釋變數矩陣，ρ為空間自迴歸係數（spatial 

Autoregressive Coefficient），wy為鄰近變數，即空間延遲被解釋變數。εi為誤差

項，符合常態分配 i.i.d。 

若ρ等於 0，則上式與一般迴歸模型 OLS 無異，表示空間變數wy並沒有解釋

能力。反之，若ρ不等於 0，表示空間變數wy具有解釋能力，亦即有「鄰近效應」

存在，鄰近區域的表現會影響本身區域的表現。此種影響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

是負向的。我們無法從迴歸方程式得知鄰近效應產生的原因，僅能知道就結果而

言存在此種關係，至於影響機制或原因，須從背後關係的現況或理論去理解。由

上式可知，空間延遲迴歸模型與一般迴歸模型 OLS 不同處在於多加一個被解釋

變數乘上空間鄰近矩陣，即wy係當作解釋變數之一，透過檢定空間自迴歸係數ρ

是否顯著異於零，如結果顯著異於零，即代表鄰近地區的表現具有影響力，證明

鄰近效應是存在的。 

2.「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空間誤差模型係因自變數不夠齊全，可能存在遺漏變數，而此遺漏變數具有

空間特性，而造成誤差具有空間變異。故控制住具空間特性的遺漏變數後，誤差

將會呈現隨機分布。其原理係從誤差項中將干擾因子考慮進來，將遺漏變數加入，

修正原本誤差項。其定義為： 

𝑦𝑖 = 𝛼 + 𝛽𝑥𝑖 + 𝜀𝑖 ………………式 3.12 

其中β表示迴歸係數，𝜀𝑖表示隨機誤差項，而修正後的誤差項如下： 

εi =λwεi + μ  ； μ~N（0, 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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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為 n×1 的截面被解釋變數的空間誤差係數，w 表示空間矩陣，將原本

迴歸式與修正後誤差項結合： 

 

𝑦𝑖 = 𝛼 + 𝛽𝑥𝑖 + λw𝜀𝑖 + μ ； μ~𝑁（0, 𝜎2） …………式 3.13 

 

理論上，如果能找到並控制住此遺漏變數，則誤差即為空間隨機。若 λ等於 0，

𝜀𝑖為空間隨機，則與一般迴歸模型無異，表示誤差無須修正；反之，若 λ不等於

0，表示有一個變數wεi存在，誤差項μ如欲呈現空間隨機，則須控制住wεi。然而

wεi無法得知其內容也無從計算，因此wεi類似於某個具有空間特性的隱藏變數，

故可消除一般迴歸誤差的空間聚集。 

四、迴歸模型之選定準則 

上述共提及三種迴歸模型可供本研究釐清變數間之關聯性，亦即一般迴歸模

型（OLS）、空間延遲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至於該用何種標準

以選定較合適之模型，則須依據 Anselin 提出之判斷準則，如圖 3-5，其說明如

下：（李瑞陽、陳勝義,2010） 

(一)誤差項空間相依檢定 

對 SLM 與 SEM 的wy、wεi進行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檢定（LM Test）。

該檢定係用以判斷加入一個自變數其影響是否顯著，如結果為顯著則有加入新變

數之必要。以 LM Test 檢定空間模型之誤差項，虛無假設為新增一個自變數無影

響顯著，依據 LM Test 的判斷準則，若 Lagrange Multiplier（lag）較為顯著，則

建議用 SLM 迴歸模型；若 Lagrange Multiplier（error）較為顯著，則建議用 SEM

迴歸模型，如兩者皆顯著則進行 Robust test 檢定。 

(二)空間相依性檢定 

 Robust Test 檢定的基本概念是拿掉某個或某些自變數後，檢視顯著水準是否

有異，主要是檢定該兩模型是否具空間相依性。Robust 檢定中，Robust LM（lag）

之虛無假設𝐻0為：去除 lag（wy）後無影響；在 Robust LM（error）部分，虛無

假設𝐻0為：去除 error（wεi）後無影響。若進行檢定後，Robust LM（lag）達顯

著水準，則採 SLM 模型；若 Robust LM（error）達顯著水準，則採 SE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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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空間迴歸檢測流程 

資料來源:Anselin(2005) 

 

 

 

 

 

 

 

 

 

 

空間誤差模型 空間延遲模型 

LIK 值越大 

AIC 值越小 

LM-error LM-lag 

空間誤差模型 空間延遲模型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8 
 

 
 

第三節 資料說明與處理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民國 103 年度臺北市地籍屬性資

料以及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提供至民國 103 年為止之臺北市使用執照與拆除

執照資料。由於本研究探討的重點為市場所造成之產權問題與市場自然發生之都

市住宅供給，故民國 103 年度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排除產權為公有狀態之土地，

亦即不具市場性之部分，再過濾出具住宅區性質之類別，將聚焦於私人土地產權

與住宅區土地。另外臺北市使用執照與拆除執照資料亦以住宅區之地上建築物為

選取對象，而不論其地上建築物之使用類別。 

一、資料說明與流程 

(一)民國 103 年度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說明 

1.土地坐落位置 

地籍資料當中欲分辨該筆土地座落何處，可藉由鄉鎮、地段、地號得知該筆

土地的詳細位置，鄉鎮欄即為行政區。如欲得知該筆土地精確形狀或周邊土地利

用情形與強度，可再搭配臺北市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1，依據不同的圖資，

如 TGOS 地圖、NLSC 地圖、OSM 地圖、Google 地圖等不同編制目的之網路地

圖，能得知的地理資訊亦不同。 

2.土地面積 

地籍資料當中的面積為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本欄單位為平方公尺，並四

捨五入至整數位。經由土地面積屬性的分析，能得知臺北市住宅區土地面積狀況，

有助於進一步理解臺北市整體土地面積細碎度之狀態與後續分析。 

3.公告土地現值 

地籍資料當中關於土地價格部分包含政府制定的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本欄

單位為：元/平方公尺。然而公告地價明顯不及市場價值以及公告現值，評定頻

率亦不如公告現值能每年反應土地價值。縱使公告現值與市場價值間存在一定之

價格落差，但公告現值某種程度能反映地價查估人員所揭露之土地市場價格。 

4.土地持分狀態 

地籍資料當中的持分狀態亦為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將地籍資料中的持分

分子欄除以持分分母欄，即可得知該筆土地之持分狀態。每筆土地原則上總持分

                                                      
1
 臺北市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http://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http://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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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然而資料彙整過程中存在部分土地之持分加總不等於 1 之情形，可能係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之原始資料存在些許誤差或該筆土地權利持分狀態不明，故

本研究將持分狀態不完整之土地剔除，以確保後續分析之正確性。 

5.土地所有權人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之每筆地籍資料係以土地所有權人為準進行編制， 

如該筆土地為 n 人共有，即有 n 筆資料，故可統計出每筆土地之所有權人數。除

得知土地所有人數外，所有權人之屬性亦可從本欄得知，如：屬自然人類別的大

陸地區自然人、外國人、本國人等，或屬法人類別的外國法人、本國私法人、國

有、省市有（省市機關）、鄉鎮市有（鄉鎮市機關）。因本研究聚焦於具市場性之

私人土地，故土地所有權人之屬性亦為重要的資料過濾項目。 

6.都市計畫代碼 

地籍資料當中的都市計畫代碼欄可揭露該筆土地的法定使用分區，包括各種

公共設施用地、不同使用強度之住宅區、商業區與工業區等。 

(二)地籍屬性資料分類 

1.住宅區土地篩選說明 

本研究僅選取住宅區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住宅區與商業區、工業區等

其他使用分區為不同等級的次市場，土地價格、使用類別、容積率與建蔽率等皆

為不同層次之使用類別，如將多種分區當作同一分析對象，恐無法突顯各種分區

的土地面積與產權特性。另外，殷章甫（2004）指出，在美國的主要都市中，住

宅區面積占民間開發的土地面積約五分之四，而成為市地利用的主要類型之一。

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臺北市的住宅市場，土地面積與產權狀態對於住宅區土地開

發的影響，可能較其他分區更為顯著，故須對原始資料進行篩選，以挑選出適當

之分析標的。 

都市計畫代碼欄中種類繁多，根據上述之說明，主要可分為各種公共設施用

地、不同使用強度之住宅區、商業區與工業區等類別。但須依都市計畫書圖規定，

使得作更高強度之使用，通常為低密度的住宅使用欲變更為較高密度之商業使用，

須參照該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或各地區的細部計畫說明規定辦理，如欲辦

理變更，應予以回饋金即可做更高強度之使用，故本研究係假定此種附條件規定

使用方得做更高使用之類別，其本質與純住宅區不同，故本研究予以排除。 

 另外地籍資料當中亦有部分土地同時橫跨住宅區與商業區之情形2，然而此

種情形之容積率係根據住宅區與商業區坐落之面前道路位置各自檢討。然因座落

                                                      
2 依據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 98年 7月 22日府都規字第 098334922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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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有多種情形，無法精確掌握其每筆土地實際情形，故本研究予以排除。 

經上述之過濾程序後，剩餘之住宅區種類為：住宅區、特定住宅區、第一種

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第四之一種住宅區等。 

2.私有性質土地篩選說明 

本研究以二分法來劃分土地權屬，非屬公有土地即為私有土地。並著重在私

有權屬為主的土地，因一般土地市場交易價格與公有土地標售價格間顯有落差，

起因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與公有土地所有權人的價格決策並不相同，而價格決策

不同亦可能會影響土地權屬狀態。另外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私有性質土地在我

國民法繼承制度運作下亦會影響土地權屬狀態，加速土地細碎化之發生。故綜合

上述原因，本研究僅探討具一般市場性的私有土地，而屏除公有土地之資料，以

消除不同權屬性質之干擾。 

排除完權屬為國有、省市有、鄉鎮市有等公有土地後，剩餘之私有權屬土地

為：本國人、本國私法人、外國人、外國法人、銀行法人、祭祀公業等。 

 

 

 

 

 

 

 

 

 

 

 

 

 

 

 

 

圖 3-6 地籍資料彙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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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使用執照與拆除執照計算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本研究迴歸模型實證部分以里為最小分析單元，由臺北市使用執照資料得知

每筆建案最終擁有的總樓地板面積，並透過地址得知每筆建案應歸屬於哪一里，

故於研究期間民國 94 年至 103 年3內，計算出臺北市每個里當中位於住宅區土地

之新建樓地板面積總量。 

因此先由土地使用分區欄過濾出住宅區之資料，再由使用執照得知每筆建案

所擁有之新建總樓地板面積，然而新建樓地板面積包括地上樓地板總面積與地下

室總面積，本研究將新建樓地板面積扣除地下室面積。並透過內政部全國門牌地

址定位服務4將地址逐筆轉成座標，再利用 Spatial Joint 工具計算出臺北市各里於

研究期間民國 94 年至 103 年內之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拆除執照的整理方式

亦同。最後將該里由使用執照計算之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扣除由拆除執照計算

之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得出該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 

 然而每個里之地理面積不同，地理面積越大的里，即可能出現越多的住宅區

樓地板面積，若直接以住宅區樓地板面積增加量來衡量該里之樓地板開發供給程

度，可能於迴歸模型估計時產生偏誤。為消除上述之偏誤，使臺北市各里之樓地

板開發供給程度可以直接進行比較，則必須計算臺北市每個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

積淨增加率。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之計算方式為，每個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

加量，除以每個里之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而每個里的住宅區法定可

開發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方式為，將里內各種不同使用強度之住宅區土地面積，

乘以不同使用強度住宅區之法定容積率5，即可得到。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

率與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公式如下：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 
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

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
 

             =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

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 = 

∑ 不同住宅區 i 之土地面積 × 不同住宅區 i 之法定容積率n
i=1   

                                              

由前述計算過程得知臺北市各里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背後隱含的

經濟意涵為，於研究期間內，在該里之住宅區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當中，住宅區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之比率。故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可做為衡量住宅開發

供給程度之替代變數。 

                                                      
3
 因受限於部分自變數資料年限限制，故以民國 94 年為研究期間起點。 

4
 內政部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網址：http://tgos.nat.gov.tw/tgos/Web/Address/TGOS_Address.aspx  

5
 不同使用強度住宅區之法定容積率係參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規則。 

http://tgos.nat.gov.tw/tgos/Web/Address/TGOS_Address.aspx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22 
 

 
 

第四節 迴歸模型變數選定與說明 

 依據前述資料彙整的過程，已得出臺北市自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3 年每個

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作為一般迴歸模型以及空間迴歸模型之依

變數。而經由前章文獻回顧並歸納出都市住宅開發供給之影響因素，從中選

取適合本研究迴歸模型之自變數。 

 

一、總體因素 

(一)民國 94 年到 103 年戶數變動率 

殷章甫（2004）認為一個都市的房價也會跟該都市的內部人口數量變化有關。

當都市內部之人口數量上升，在特定的都市空間範圍內，居民對於建築物樓地板

面積需求提高，將使都市內部房價上漲，並使建築物樓地板趨向集中化，亦即藉

由提高建築密度的方式，來創造更多的樓地板面積。 

 本研究根據臺北市各行政區之戶政事務所的戶口統計資料，取得研究期間各

年度臺北市每個里的家戶數。家戶數之意涵為一個里內共多少家戶數設籍於此，

與國外相關文獻提及之房屋存量概念不同。根據蔡友翔（2012）認為，過去的研

究較少放入家戶數當作自變數，而本研究將家戶數納入討論，有其意義。並觀察

到臺灣近年來受到少子化和小家庭化之影響，根據過去臺北市各行政區的統計資

料顯示，人口數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而家戶數卻呈現逐年增加的現象，並認為家

戶數為自變數來觀察臺北市建築物重開發之影響，可能較過去研究常用的人口變

數佳。考量到臺北市各里地理面積大小不同產生之影響，若直接以此數值作為其

中一個自變數，地理面積較大的里可能擁有較多之戶數，而讓迴歸分析之結果產

生偏誤。故本研究將民國 103 年之各里家戶數扣除民國 94 年之各里家戶數，再

除以民國 94 年各里之家戶數，即可得到民國 94 年到 103 年臺北市各里戶數變動

率，以消彌因每個里地理面積大小不同而產生之估計偏誤。 

(二)所得虛擬變數：中所得與高所得 

Whitehand（1978）指出一個地區的所得水準提升，當地居民對於土地及建

築物的購買力也將提高，居民對於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之需求上升，將會追求居住

品質更好、更高價、更大面積之住宅。Bourne（1969）指出高房屋興建量明顯出

現於不動產面積大、高所得和高租金地區，並經實證後發現該地區居民每增加十

億美元的所得，當地將增加房屋興建投資量約 2,750 萬美元。本研究從財政部財

政資訊中心6取得各里家戶中位數所得之資料，其資料來源為各年度最新綜合所

                                                      
6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網址：http://www.fia.gov.tw/dp.asp?mp=1。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各年度

http://www.fia.gov.tw/d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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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申報核定資料。 

原始資料型態為連續資料，依本研究目的，分別將各里民國 94 年中位數年

所得轉換成次序型態，共分為 50 萬-70 萬、70 萬-100 萬、100 萬-130 萬三個級

別，並將 50 萬-70 萬定義為低所得，70 萬-100 萬定義為中所得，100 萬-130 萬

定義為高所得，而後將次序變數轉成虛擬變數，以低所得之里為參照組，將低中

位數所得之里虛擬編碼為 0，並得到中所得以及高所得兩個虛擬變數。在中所得

虛擬變數當中，數值為 1 代表該里之中位數所得屬於中水準，數值為 0 則代表該

里之中位數所得不屬於中水準。在高所得虛擬變數當中，數值為 1 代表該里之中

位數所得屬於高水準，數值為 0 則代表該里之中位數所得不屬於高水準。 

(三)空屋率 

 蔡友翔（2012）指出，一個地區的空屋率越低，表示該地區對於住宅需求

越大，對於樓地板面積之需求亦越高。本研究從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7取得

民國 89 年底之時，臺北市各里的空屋率資料，作為本研究迴歸模型之自變數。

本研究預期若一個地區內之總空屋率越高，表示該地區整體房屋供給量尚且充足，

該地區較不容易有新建物之開發供給。 

(四)住宅存量率 

Bourne（1969）指出房屋存量決定新建築的組成地區。當該地區的房屋存量

越高表示房屋供給可能有過多的情況，供過於求將可能使房價下跌，進一步使得

都市內部該地區的重開發可能性下降。故房屋存量與都市住宅開發應為負向關係。

Barlev & May（1976）研究發現住宅存量越高的地區，建築物拆除量將會越低。 

住宅存量率係根據民國 103 年房屋稅籍資料，因資料龐大，無法將所有建物

之地址轉成座標後再判斷哪些建築物位於住宅區，故本研究直接計算出該里所有

建物之總樓地板面積，因此可能包含座落於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之建築物。

亦對此變數進行與依變數同樣的處理方式，將住宅存量除以每個里之住宅區、商

業區、工業區等法定可供開發之總樓地板面積，得出住宅存量率，以消彌因每個

里地理面積大小不同而產生之估計偏誤。 

(五)公告現值 

房價上漲幅度較大之地區通常為都市內部的市中心，也伴隨著較高之房屋興

建量。蔡友翔（2012）即指出因為都市內部之市中心或是區域中心會提供較多的

                                                                                                                                                        
最新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離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相關數據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資料為準 。 
7
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之網址： http://tredb.taipei.gov.tw/2008TPWS/。因空屋率調查業務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主計處，每十年發布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故無法取得民國 94 年當時臺北市各里

之空屋率資料，僅以民國 89 年底之時，臺北市各里的空屋率資料替代。 

http://tredb.taipei.gov.tw/2008TP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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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如交通樞紐、購物、商業辦公機能常常僅出現於市中心或區域中心，而造

成都市內部各個區域地價之空間差異性。由於這些地區提供較多的服務，都市內

部的人口活動以及各項經濟活動容易聚集在此，導致市中心對於土地需求提高，

地價因而上漲，進一步促使都市內部重開發的可能性提高。Smersh et al.（2003）

以負擔能力變數（affordability variable）表示一地之不動產價值，實證結果發現

開發頻率較高之地區通常是遠離不動產價值較低之區域。 

 本研究因資料限制，故以公告現值來替代房價，主要係因為實價登錄的資料

尚未全面涵蓋臺北市各里，抑或該里的交易樣本過少，而無法確知該里真實的房

價情形，故選擇以公告現值替代房價作為本研究自變數之一。利用民國 103 年度

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得出各個地段之住宅區平均公告現值，並以 Arc Map 提供

之 Areal Interpolation 工具，將地段轉化成以里為最小分析單位，即可得到臺北

市各里之平均公告現值。 

二、區位與政策因素 

(一)虛擬變數：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 

  蔡友翔（2012）指出由於興建完善公共設施與道路規劃改善居住鄰里環境、

發還給土地所有權人之未建築土地可供直接建築使用、平均建築基地面積變大，

土地共有關係單純化、土地使用強度提升，皆能使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完成後的

區域地價上升，有利於都市內部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供給。 

   本研究透過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8取得臺北市實施區段徵收與市

地重劃之區位，並以此判斷臺北市哪些里曾發生過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又由於

土地開發實施完成到實際建築開發階段間具有時間上之落差，故本研究將民國

94 年往前推算 10 年，判斷民國 84 年之後臺北市曾發生政府主導土地開發完成

之里，以此作為迴歸模型之虛擬變數。若該里於民國 84 年以後曾發生過政府主

導之土地開發，該變數之數值則以 1 表示；若該里於民國 84 年以後不曾發生過

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則該變數之數值以 0 表示。 

(二)虛擬變數：都市更新 

  在都市早期發展地區，隨著建築物使用年限增加，建物重開發需求亦上升，

故政府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於

民國 89 年開始陸續依據更新地區選定準則，公告劃定更新地區，鼓勵私人與開

發商進入更新地區進行重開發。本研究以該里是否有劃定更新地區作為迴歸分析

之虛擬變數。若該里有政府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該變數之數值則以 1 表示；若

該里不曾有政府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則該變數之數值以 0 表示。 

 

                                                      
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之網址：http://www.lda.gov.taipei/。 

http://www.ld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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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因素 

(一)平均屋齡 

在正常客觀情況下，建築物若未經適當維護或修繕且隨著使用年限逐漸增加，

會因為物理折舊而減損建築物的經濟價值，故建築物本身價值會越來越低，故拆

除重建新建物將增加不動產淨現值。 

本研究從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取得民國 104 年底臺北市之房屋稅籍資料，資料

顯示每一課稅家戶之建物屋齡，並以研究期間的最後一年民國 103 年，計算各里

現存課稅家戶之平均屋齡。由於本研究的分析單元為里，而里內擁有多筆建築物，

故將每個里內所有建築物之屋齡加總之後平均，計算出各里的建築物平均屋齡，

作為本研究迴歸模型之自變數。 

(二)土地面積 

  Bourne（1969）研究發現新建築的出現與住宅區土地的面積大小有正向關係，

並指出降低土地整合成本的重要性，使得基地較大的地區較能吸引投資興建開發。

Bourne（1976）指出土地取得難易度的重要性，除表現於產權狀態外，土地面積

大小亦是成本面因素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一個開發基地規模如果相同，建築開

發者偏好土地面積較大者來進行土地整合，也代表接觸的地主變少，能有效降低

土地取得成本。 

本研究從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取得民國 103 年臺北市各筆土地之地籍資料，資

料顯示各筆土地之面積大小。而資料取得型態亦以地段為單位，故須先計算各地

段內平均土地面積，透過 Arc Map 提供之 Areal Interpolation 工具，再將各地段

之平均土地面積轉換成各里之平均土地面積，以符合本研究以里之分析單元。然

而臺北市各里當中住宅區土地面積差異大，可能對於迴歸模型估計係數產生影響，

故對於本變數採取自然對數之方式，藉此降低住宅區土地面積間之差異。 

(三)虛擬變數：HHI 產權變數與區位變數 

Bourne（1969）指出當都市內部土地及建物的產權狀態複雜，進行土地整合

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提高，將會降低重開發後之淨現值，導致重開發的可能性降低。

Bourne（1971）進一步指出土地細碎、產權的異質性以及財產義務法則讓大規模

的開發變得窒礙難行，此等概念與反共有地悲劇理論不謀而合。 

本研究預期臺北市的土地產權狀況可能是導致都市土地供給困難的阻力之

一，故若一個地區的土地產權呈現越細碎的狀態，因土地整合、協商成本越高，

將導致該地區供給出來的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越少。 

為觀察位於相同產權水準但不同區位對於住宅開發供給有無不同程度之影

響；或是在相同區位下，不同產權水準的住宅開發供給間有無明顯差異。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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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型態亦以地段為單位，故須先計算各地段內平均 HHI，透過 Arc Map 提供

之 Areal Interpolation 工具，再將各地段之平均 HHI 轉換成各里之平均 HHI，以

符合本研究以里之分析單元。進一步將 HHI 以 0.5 為界，HHI 高於 0.5 定義為高

HHI，屬於產權單純類別；HHI 低於 0.5 定義為低 HHI，屬於產權複雜類別。另

外也將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劃分成三群類別。根據 Lin（2014）依照臺北市 12 個

行政區之發展歷史與特性，劃分為早期發展區（old core）、市中心（center）、郊

區（periphery）三個類別。早期發展地區包括大同區、萬華區與中正區。市中心

包含大安區、信義區、松山區與中山區。郊區包括北投區、士林區、南港區、內

湖區與文山區。故總共分成六種類別，亦即「高 HHI*早期發展區」、「高 HHI*

郊區」、「高 HHI*市中心」、「低 HHI*早期發展區」、「低 HHI*郊區」、「低 HHI*

市中心」。並以「高 HHI*早期發展區」為參照組，故得到「高 HHI*郊區」、「高

HHI*市中心」、「低 HHI*早期發展區」、「低 HHI*郊區」、「低 HHI*市中心」五個

虛擬變數。在「高 HHI*郊區」變數中，數值 1 代表該里符合高 HHI 且位於郊區

之條件，數值 0 則代表不屬於此類別，其他虛擬變數處理方式亦同。 

 

 

 

 

 

 

 

 

 

 

 

 

 

 

 

 

 

 

 

 

 

 

 

 



                     影響臺北市住宅供給之因素探討-土地細碎與開發政策的觀點 

3-27 
 

 
 

表 3- 1 依變數與自變數性質說明以及自變數係數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變數性質 對依變數

預期影響

符號 

資料來源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依變數  臺北市政府建管處 

  

 

 

 

總

體

因

素 

民國94年至103年戶數

變動率 

連續變數 + 臺北市各行政區戶

政事務所 

中所得 虛擬變數（中所得=1） +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 

高所得 虛擬變數（高所得=1） +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 

空屋率 連續變數 − 臺北市不動產數位

資料庫 

住宅存量率 連續變數 − 臺北市政府稅捐稽

徵處 

公告現值（元/𝑚2） 連續變數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區

位

與

政

策

因

素 

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 虛擬變數（是=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土地開發總隊 

都市更新地區 虛擬變數（是=1） +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

新處 

個

別

因

素 

平均屋齡（年） 連續變數 + 臺北市政府稅捐稽

徵處 

ln 土地面積（𝑚2） 連續變數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高 HHI*郊區 虛擬變數（符合=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高 HHI*市中心 虛擬變數（符合=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低 HHI*早期發展區 虛擬變數（符合=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低 HHI*郊區 虛擬變數（符合=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低 HHI*市中心 虛擬變數（符合=1）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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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臺北市住宅開發供給概況 

根據前章第三節資料處理與說明當中，利用臺北市政府建管處於民國 94 年

到 103 年之使用執照與拆除執照資料，分別計算出臺北市各里「住宅區新建樓地

板面積」與「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以及「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並

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層計算臺北市各里「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

積」，進一步計算出本研究之依變數「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行迴歸分

析前，先對於「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住宅區樓

地板面積淨增加量」、「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

增加率」五個數值進行初步的敘述統計，如表 4-1，以便對於臺北市住宅區樓地

板面積供給量有基本的掌握與瞭解。 

 

表 4-1 依變數各部分之敘述統計 

依變數各部分名稱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區 

新建樓地板面積（𝑚2） 

                  

343,744  

                                      

0 

                

16,398  

                        

28,468  

 南港區三重里   北投區湖田里等 116 個里      

住宅區 

拆除樓地板面積（𝑚2）  

                    

34,236  

                                      

0 

                  

2,192  

                          

4,422  

 松山區松基里   北投區湖田里等 196 個里      

住宅區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

（𝑚2）  

                  

332,852  

                          

-26,807  

                

14,206  

                        

27,972  

 南港區三重里   信義區中坡里  
 

  

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

樓地板面積（𝑚2） 

           

134,455,246  

                                     

0 

         

18,896,748  

                 

15,886,687  

 北投區奇岩里   北投區湖田里等 36 個里      

住宅區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1.15761% 

  

 

-0.25673% 

                                   

 

0.07181% 

  

                                  

0.11828% 

 

 南港區三重里   信義區中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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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可得知，截至民國 103 年，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當中，總計 456 個

里，其中僅有 420 里配置住宅區土地，故本研究之依變數「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

增加率」之樣本為 420 個。於研究期間內，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最多的里為南

港區三重里，共計 343,744 平方公尺；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最多的里為松山區

松基里，共計 34,236 平方公尺。因南港區三重里於民國 80 年至 90 年間經歷過

各一次之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使得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遠大於住宅區拆除樓

地板面積，故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皆居臺北

市之冠。而松山區松基里雖然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最多，但新建樓地板面積相

較之下又更多，使得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最少的反而不是松山區松基里，

而是信義區中坡里。綜合上述可發現，臺北市各里於民國 94 至 103 年之間，住

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遠大於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但其中也有 116 個里於 10

年間並沒有新建樓地板面積之行為，而 196 個里沒有拆除建物之行為。 

另外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最多的里是北投區奇岩里，共可供給出

134,455,246 平方公尺之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依照都市計畫對於住

宅區配置的多寡，理論上係反映該里未來之住宅需求，然而北投區奇岩里於研究

期間內僅提供 47,884.55 平方公尺之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顯示住宅區規劃數

量與實際新建築數量間之落差。 

 在臺北市當中規劃有住宅區的里共計 420 個，其中根據臺北市各里住宅區樓

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零成長和負成長的里剔除，而

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為正成長的里取平均值，得出住宅區樓地板面積平

均淨增加率約為 0.0982%。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高於平均值的里定義為

高成長地區；反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低於平均值的里則定義為低成長

地區，並將三種開發程度顯示於圖 4-1。臺北市劃分 456 個里當中，共 420 個里

配置住宅區，其中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為負成長的里有 45 個，零成長的

里有 53 個，故負/零成長的里共計 98 個；低成長的里共計 209 個；高成長的里

共計 113 個。雖從圖 4-1 當中可初步看出臺北市住宅區開發程度的概況，然而實

際開發情形是否有空間聚集現象則有待後續作進一步的空間自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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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北市各里住宅區開發程度分布圖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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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空間自相關檢測 

一、全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 

空間資料經常有空間自相關的情形，基本的解釋是相鄰的地區間必定有某種

形式的互動或交流，此種互動或交流促成空間自相關現象（鄧志松,2006）。全域

型空間自相關檢測包括 Moran’s I 與 Geary’s C。一般而言，在應用上多以 Moran’s 

I 為主，故本研究選用 Moran’s I 值來檢測臺北市各里住宅區整體開發的空間群聚

程度。本研究定義鄰近地區以「鄰接」為基準，根據臺北市各里鄰接的狀況，採

用「后相鄰」（queen contiguity），即兩里之間有共邊共點的情形均互為鄰域。由

下表 4-2 可得知，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於空間上之 Moran’s I 值僅為

0.004633，再進一步測試 Moran’s I 值的顯著性檢定，虛無假設為空間型態不為

群聚，根據 p 值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臺北市各里

住宅區整體開發不存在明顯的群聚空間分布。 

 

表 4-2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之全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結果 

 

圖 4-2 全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與顯著性檢定結果 

Moran’s I 值 z-score p-value 

0.004633 0.234213 0.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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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 

上述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行全域型空間自相關分析係為檢視整

個研究地區內是否存在聚集的現象，然而研究地區為整體臺北市住宅區，其範圍

大再加上許多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為 0，可能因此抵銷臺北市住宅區

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在空間上的自相關程度。為進一步細究臺北市住宅區樓地板

面積淨增加率於各里之局部聚集情形，本研究選用 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指標。由圖 4-3 可得知，臺北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在信心水準 95%的情況下達到顯著，並以高-高（H-H）、低-低（L-L）、高-低（H-L）、

低-高（L-H）四種型態來顯示局部的聚集程度。 

從圖 4-3 可發現，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有顯著出現聚集現象的地方並

不多，但仍然可觀察到，高-高（H-H）聚集地區代表，除該里的住宅區樓地板

面積淨增加率呈現高值之外，鄰近里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亦呈現高值，

為住宅區開發之熱點區域，主要出現於內湖區南側與大安區西北側。內湖區南邊

為成功路三段、民權東路六段與文湖線捷運東湖站所圍之地區，包含內湖區金湖

里、寶湖里、葫洲里以及五分里。另一個高-高（H-H）聚集地區出現在臺北市

市中心，為大安區民輝里，其範圍為市民大道以南、仁愛路二段以北、新生南路

一段以東與建國南路以西之地區，區域內之主要地標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低-

低（L-L）聚集地區代表，除該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呈現低值外，鄰

近里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亦呈現低值，為住宅區開發之冷點區域，僅出

現在信義區中坡里，為福德街以南與南港山以北所圍之處。 

出現空間聚集異常值的部分，可分為高-低（H-L）、低-高（L-H）的聚集型

態。高-低（H-L）的空間聚集型態代表，該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呈現

高值，而鄰近里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卻呈現低值，顯示該地區特性與鄰

近里不盡相同，因而出現較多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包括南港區三重里、

重陽里、東明里、松山區美仁里、文山區萬和里，其中南港區三重里於研究期間

內，因經歷多次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故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居臺北市各

里之冠。低-高（L-H）的聚集型態代表，該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呈現

低值，而鄰近里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卻呈現高值，顯示該地區特性亦與

鄰近里不盡相同，因而出現較少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包括南港區南港

里、南港區西新里、中正區忠勤里。 

在各里間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存在高低不同的事實之下，背後影響住

宅開發供給量之原因為何，是土地面積產權條件或總體、區位與政策因素等，則

有待後續的迴歸模型分析。於下一節先行觀察臺北市整體住宅區的土地條件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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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臺北市住宅區開發程度之局部聚集型態與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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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細碎度分析 

一、土地細碎度敘述統計與衡量指標 

(一)基本資料敘述 

觀察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之民國 103 年臺北市地籍資料，剔除不具一般市

場性之公有土地，並統計出各行政區之行政區總面積、住宅區土地筆數、私有住

宅區土地筆數、私有住宅區總面積、私有住宅區平均每筆土地面積，其中各行政

區住宅區總面積主要受到該行政區總面積影響，行政區地理面積越大，規劃住宅

區的面積也相對較多。私有住宅區平均每筆土地面積部分，根據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土地開發總隊揭露的市地重劃結果統計表顯示，內湖區從民國 68 以來歷經多

次公辦、自辦且較大規模的市地重劃，致使內湖區的私有住宅區平均每筆土地面

積明顯大於其他行政區，顯示市地重劃可能有助於平均土地面積的提升。 

表 4- 3 臺北市住宅區相關統計結果 

行政區 
行政區總面積

（公頃） 

住宅區土地

筆數 

私有住宅區土

地筆數 

私有住宅區總

面積（𝑚2） 

私有住宅區平均每筆

土地面積（𝑚2） 

士林區 6,236.82 24,992 21,917 7,739,951.64 353.1 

大同區 568.15 8,155 7,503 765,174.37 102.0 

大安區 1,136.14 12,873 11,368 2,639,928.70 232.2 

中山區 1,368.21 8,916 8,241 1,868,309.52 226.7 

中正區 760.71 10,968 8,512 1,342,399.17 157.7 

內湖區 3,157.87 7,865 7,056 3,438,524.86 487.3 

文山區 3,150.90 15,721 13,816 4,496,525.20 325.5 

北投區 5,682.16 18,325 16,579 3,578,684.06 215.9 

松山區 928.78 6,006 5,450 1,334,514.96 244.9 

信義區 1,120.77 13,061 11,900 2,329,040.99 195.7 

南港區 2,184.24 5,834 5,369 1,237,949.50 230.6 

萬華區 885.22 11,590 10,673 1,111,502.43 104.1 

(二)臺北市住宅區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係土地的重要屬性，其牽涉到的層面不僅影響土地利用的難易程度，

土地面積變動亦影響邊際價格甚鉅。藉由設定土地面積組界以觀察各行政區住宅

區土地面積的分布型態。從表 4-4 和圖 4-4 發現臺北市各行政區內多數住宅區土

地面積位於 200 平方公尺之區間內，於該區間內之土地筆數占總筆數逾 5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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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同區與萬華區更高達 94%，顯示臺北市部分行政區住宅區土地面積可能存在

面積過小的情形。大同區與萬華區為臺北市西部早期發展地區，因環境與歷史文

化因素，面積過小的情形相較於其它行政區更顯嚴重。中大面積部分，占比較高

的行政區多位於臺北市外圍，如士林區、內湖區以及文山區，占比較低的行政區

多位於臺北市東西軸線，如大同區、中正區、萬華區以及南港區。另從圖 4-5
1可

以發現，從整體結果觀察，大致上可將臺北市住宅區土地面積的分布型態分類。

靠近東西市中心部分，住宅區土地面積有越小的趨勢，越往外圍部分，住宅區土

地面積則有越大的趨勢，顯示臺北市住宅區土地面積存在區位上之差異。 

另本研究以 SI、JI 和吉尼係數針對土地面積細碎度進行衡量，然而衡量結

果2因受限於衡量公式，而不適用於都市土地。 

表 4- 4 臺北市各行政區土地面積組界累積百分比 

面積組

界（𝑚2） 
士林區 大同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內湖區 文山區 北投區 松山區 信義區 南港區 萬華區 

100 42.35% 71.08% 33.81% 41.16% 54.61% 35.63% 41.10% 48.25% 34.97% 45.34% 56.10% 74.67% 

150 61.17% 91.24% 54.08% 69.06% 69.94% 49.33% 63.78% 70.54% 62.40% 75.50% 76.74% 91.35% 

200 68.69% 94.38% 69.30% 79.81% 79.62% 57.95% 72.38% 80.06% 78.94% 83.83% 82.85% 94.18% 

1000 92.38% 99.29% 96.70% 96.44% 98.60% 86.52% 93.24% 96.10% 96.07% 97.25% 95.14% 99.11% 

2000 96.85% 99.72% 99.03% 98.63% 99.52% 94.76% 97.39% 98.74% 98.31% 99.05% 97.99% 99.76% 

其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圖 4- 4 臺北市各行政區土地面積組界百分比 

 

                                                      
1
 圖中將平均土地面積對數值以 Natural Breaks (Jenks)方式分成五種等級，此方法的分級原則為

组间方差最大，组内方差最小，可適當地呈現出不同級距間的差異情形。 
2
 根據 SI、JI 和吉尼係數計算結果發現，臺北市各行政區的 SI 值皆相當接近 1，JI 值皆相當接

近 0，呈現土地面積高度細碎的狀態。分別觀察其計算公式，SI、JI 值皆容易受到行政區內住宅

區土地總面積與土地筆數影響，使 SI、JI 所揭示之意涵受到影響。為使 SI、JI 能正確的呈現其

意涵，應觀察在不同時間下之相同地區，進行不同時間點之 SI 、JI 值比較，方能顯示出一個地

區隨著時間經過，土地細碎化是否有變高或變低之趨勢。另外臺北市各行政區之吉尼係數皆介於

0.7~0.8 間，顯示土地面積分配不均和土地面積細碎之現象可能普遍存在於臺北市各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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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臺北市各里住宅區土地面積對數平均分布圖 

 

平均土地面積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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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 HHI） 

HHI 原本係用來衡量市場份額的變化，為一種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

係指一個行業中各市場競爭主體所占行業總收入或總資產百分比的平方和，即衡

量市場中廠商規模的離散度。而臺灣的土地產權制度在保障私有財產權的框架下，

除允許私人擁有外，亦引進共有制度於土地市場，產生持份共有的權利狀態。借

用衡量市場份額變化的 HHI 概念，延伸至土地持分的範疇，將此指數概念應用

於衡量土地產權複雜度上，即可得知一塊完整土地上權利狀態的離散程度。透過

臺北市住宅區地籍相關資料逐筆計算出 HHI，以 0.1 為組界，觀察臺北市各行政

區住宅區土地所有權的離散程度。從圖 4-6 可觀察到 HHI 在 0.2-0.3、0.5-0.6、

0.9-1.0 之間出現不同層次之高峰。此趨勢大致上可從臺北市建物類型反推土地權

利狀態的離散程度。 

根據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3揭露住宅建物樓層區分統計，將臺北市各行

政區不同樓高的戶數換算成建物棟數，以臺北市整體觀之，大致上四、五層樓公

寓約為五成，三樓以下的矮透天或平房數量約為四成左右，剩餘一成約為華廈與

大樓建物類型。結合以上資料可得知：不同建物類型的數量可能會影響土地產權

狀況，而建物不同類型的比例與土地產權狀況大致吻合。 

故從圖 4-6 可觀察到 HHI 在 0.2-0.3 間的住宅區土地數量比例約與 0.9-1.0 間

的住宅區土地數量比例相當。其中 HHI 於 0.2-0.3 間的住宅區土地數量可能與公

寓建物類型有關，而 HHI 於 0.9-1.0 間的住宅區土地數量可能與矮透天或平房建

物類型有關。又 HHI 於 0.5-0.6 間之部分，從原始資料觀察，不論在土地市場交

易或財產權繼承制度之下，多為兩人共同持有土地之情形亦存在相當之比例。 

藉由圖 4-7 來觀察臺北市各里平均 HHI 之分佈，可以發現 HHI 值偏低（土

地產權複雜度高）的區域大多位於人口稠密且土地利用集約度高、建築行為密度

高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萬華區、大同區各里因受建築類型之影響，HHI 值並

非偏低，呈現土地產權相對較單純之狀態，反而是北投區陽明山旁早期開發的大

屯里，其 HHI 平均值偏低，呈現土地產權細碎之情形。 

 

 

 

 

 

 

 

 

 

 

                                                      
3
 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tredb.taipei.gov.tw/2008TPWS/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D%E9%A2%9D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9%9B%86%E4%B8%AD%E5%BA%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BC%E5%90%88%E6%8C%87%E6%95%B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D%E9%A2%9D
http://tredb.taipei.gov.tw/2008TP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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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臺北市各行政區 HHI 組界百分比 

HHI 士林區 大同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內湖區 文山區 北投區 松山區 信義區 南港區 萬華區 

0.1 以下 8.7% 4.7% 17.2% 12.2% 10.4% 24.7% 13.8% 9.4% 12.7% 12.5% 13.3% 4.4% 

0.1-0.2 8.1% 7.3% 18.8% 10.6% 14.0% 9.7% 10.4% 7.8% 11.1% 10.2% 9.0% 5.4% 

0.2-0.3 19.2% 22.3% 32.7% 34.2% 24.7% 14.6% 26.1% 23.1% 42.5% 39.8% 29.7% 25.6% 

0.3-0.4 9.8% 12.1% 6.0% 11.0% 7.2% 5.9% 6.5% 7.8% 6.8% 5.7% 9.4% 9.9% 

0.4-0.5 0.8% 0.9% 0.8% 0.7% 0.8% 1.0% 0.6% 0.6% 0.6% 0.5% 0.8% 0.8% 

0.5-0.6 10.0% 12.7% 3.4% 6.2% 5.9% 6.2% 6.0% 9.5% 5.2% 4.7% 6.7% 11.1% 

0.6-0.7 0.8% 1.2% 0.6% 1.1% 0.9% 1.0% 0.9% 0.6% 0.6% 0.7% 0.7% 1.0% 

0.7-0.8 0.3% 0.1% 0.2% 0.3% 0.2% 0.2% 0.5% 0.2% 0.3% 0.3% 0.2% 0.2% 

0.8-0.9 0.2% 0.2% 0.1% 0.1% 0.2% 0.3% 0.2% 0.2% 0.1% 0.2% 0.9% 0.2% 

0.9-1.0 41.9% 38.4% 20.2% 23.5% 35.6% 36.5% 35.0% 41.0% 20.2% 25.4% 29.2% 41.6% 

 

 

圖 4-6 臺北市各行政區 HHI 組界百分比分配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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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臺北市各里平均 HHI 分布圖 

 

 

平均 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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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維向度分析 

目前既存的土地細碎度指標尚不夠全面性，缺乏一個標準化的綜合方法來衡

量，故本研究提出兼具衡量土地面積和土地產權的二維向度分析。根據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的地籍資料，繪製以下臺北市各行政區之土地面積、產權二維向度

散佈圖，共分為一、二、三、四象限。第一象限根據土地市場開發特性以及曾禹

瑄（2014）研究指出開發者傾向開發大面積或權屬單純之土地標的，故將其命名

為「容易開發類別」，第二象限將其命名為「面積較小但產權較單純類別」，第三

象限將其命名為「不易開發類別」，第四象限將其命名為「面積較大但產權較複

雜類別」。 

而本研究之二維向度分析乃由橫軸的「土地面積對數」與縱軸的「HHI」所

構成，兩軸交叉之象限中心值以取平均數的方式來處理。兩軸之基本敘述統計與

處理如表 4-6。然而根據「偏態」於統計上之意義，偏態係數在正負 0.5 到 1 之

間是為偏態，超過正負 1 的偏態即屬嚴重，嚴重的偏態會影響統計分析的運用。

根據下表之敘述統計，HHI 之偏態係數屬合理範圍內，但土地面積對數樣本出現

偏態之現象，若直接取土地面積對數的平均值可能導致平均值出現偏誤，故須剔

除三倍標準差外之樣本，於剩餘樣本再次計算平均數。經剔除三倍標準差外之樣

本後，土地面積對數和 HHI 之平均數分別為 1.99358、0.50124，為便於取象限中

心值，土地面積對數和 HHI 之平均數分別取 2 以及 0.5。 

 

表 4- 6 二維向度之敘述統計 

二維向度    X 軸    Y 軸 

代表名稱    土地面積對數    HHI 

總筆數 128,360 128,360 

最大值 4.58918 1 

最小值 -2 0.00039 

平均值 1.96581 0.50124 

標準差 0.62965 0.37554 

偏態係數 -0.57132 0.40448 

大於三倍標準差筆數 2,043 -- 

剔除三倍標準差外之

樣本後與偏態係數 
-0.26154 -- 

剔除三倍標準差外之

樣本後與平均值 
1.99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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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臺北市各行政區整體住宅區土地開發難易程度，根據土地市場

特性，將站在土地開發者的立場，於面臨四象限的優先選擇順序，主要係依據與

地主協商成本與整合土地的時間成本而排列偏好開發之類型，可提供土地市場中

之開發者瞭解臺北市各行政區住宅區土地之面積產權概況。 

根據以上概念，將表 4-7 中，各行政區的第三象限（不易開發類別）分別除

以第一象限（容易開發類別），即可得到臺北市各行政區的整體開發難度比率，

並將各行政區依據該比率排名。從表 4-8 臺北市各行政區開發難度排名發現，較

難開發的行政區在空間區位上分布在臺北市的東西軸線，包含臺北市西側的萬華

區、大同區到臺北市東側的南港區：而較易開發的行政區在空間上分布於臺北的

南北軸線，包含從臺北市北側的北投區到臺北市南側的文山區。再進一步從表

4-8，民國 94-103 年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資料觀察，開發難度較高的行政區，

如萬華區、大同區，皆出現較少的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而開發難度較低的行

政區，如內湖區、文山區以及士林區，皆出現較多的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開

發難度似乎與住宅區開發供給量之間存在一定的負向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最難開發的萬華區，根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資料，從民國 89

至 103 年，萬華區計劃案核定件數（包含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為最少

的 14 件，故萬華區住宅區開發供給量較少的事實背後所隱含的不僅是房地產價

格因素，土地面積、產權細碎度亦可能是關鍵因素之一。 

 

1.大同區                           2.士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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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二維向度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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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安區                           4.中山區 

 

5.中正區                           6.內湖區 

 

7.松山區                            8.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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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二維向度散佈圖 

0

0.2

0.4

0.6

0.8

1

1.2

-2 0 2 4 6

松山區二維向度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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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二維向度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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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山區                            10.北投區 

 

11.萬華區                            12.信義區 

 

圖 4-8 臺北市各行政區之土地面積、產權二維向度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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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臺北市各行政區土地於四象限分布百分比 

所在象限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代表意涵 
容易開發

類別 

      面積較小   

但產權較單純類別 

不易開發

類別 

        面積較大   

但產權較複雜類別 

士林區 25.71% 23.30% 18.84%  32.15% 

大同區 10.08% 34.26% 36.44%  19.22% 

大安區 7.11% 15.74% 17.99%  59.17% 

中山區 11.25% 17.11% 23.66%  47.99% 

中正區 8.58% 30.65% 23.84%  36.94% 

內湖區 17.85% 17.71% 17.77%  46.66% 

文山區 17.39% 22.41% 18.51%  41.69% 

北投區 17.79% 28.38% 19.67%  34.16% 

松山區 8.04% 15.65% 19.04%  57.27% 

信義區 5.65% 22.57% 22.72%  49.06% 

南港區 9.12% 25.26% 30.71%  34.90% 

萬華區 5.79% 40.02% 34.48%  19.71% 

 

 

表 4-8 臺北市各行政區開發難度排名與新建樓地板面積總量排名 

行政區 開發難度比率 開發難度排名 
  住宅區新建樓地板

面積總量（𝑚2） 

新建樓地板面積

總量排名 

萬華區 595.00% 1 109,792.02 11 

信義區 402.40% 2 164,751.19 9 

大同區 361.70% 3 59,111.03 12 

南港區 336.70% 4 346,501.15 4 

中正區 277.90% 5 179,916.70 8 

大安區 253.10% 6 280,367.82 6 

松山區 237.00% 7 115,787.07 10 

中山區 210.40% 8 255,851.07 7 

北投區 110.60% 9 280,872.09 5 

文山區 106.40% 10 444,417.16 2 

內湖區 99.50% 11 624,669.98 1 

士林區 73.30% 12 378,422.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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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之分析，能初步得知在行政區範圍之下，臺北市整體住宅區土地之

面積、產權狀態。其中於衡量臺北市住宅區土地面積細碎時，因其衡量工具（SI、

JI）並非能適切的呈現都市土地細碎狀況，故出現應用上之限制，因此提出二維

向度分析，始能兼顧土地面積與產權細碎度。分析結果亦符合目前臺北市土地結

構之情形，並發現開發難度較高的行政區，皆出現較少的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

而開發難度較低的行政區，皆出現較多的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積，開發難度似乎

與住宅區開發供給量之間存在一定的負向關係，為後續迴歸分析的立論基礎。 

綜合以上的觀察發現，土地面積細碎與產權細碎出現之區域分布不同，而兩

者皆被認為是影響都市內部住宅供給之重要因素，究竟何者影響都市內部住宅供

給的力量較大，則有賴下一節的迴歸模型分析。 

藉由探討影響都市內部住宅開發供給之相關因素，將分析重點聚焦於土地面

積與產權結構是否會顯著影響都市內部住宅區樓地板面積供給量，透過釐清其間

之關係，有助於理解整體土地市場之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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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迴歸模型實證結果與說明 

一、迴歸模型自變數敘述統計與共線性檢測 

(一)自變數敘述統計 

表 4-9 為本研究進行迴歸分析前，關於 15 個自變數之基本敘述統計，包括

自變數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與標準離差，有助於掌握各自變數之資料特性

與分布。以下將簡述各自變數之資料分布情形。 

「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的定義為該里於民國 103 年的總戶數扣除民

國 94 年的總戶數後，再除以民國 94 年的總戶數，以求得該里於十年間之戶數變

動率。根據細部資料顯示，在 420 個配置住宅區的里當中，戶數變動率為正值的

里共有 388 個，戶數變動率為負值的里共有 31 個，戶數變動率為零的里僅有 1

個。其中戶數變動率正成長最多的里位在內湖區石潭里，其次為南港區三重里，

顯示戶數變動率呈現正成長的區域大多位於臺北市東側，反而戶數變動率呈現負

成長的區域大多位於大安區、松山區、信義區、萬華區等市中心地區。 

臺北市的平均「空屋率」為 11%，根據細部資料顯示，空屋率較高的的地區

均出現在北投區，空屋率較低的區域則隨機出現在各行政區，並無明顯之分布型

態。而臺北市「住宅存量率」平均為 2.5%，除住宅區土地可能有閒置未開發的

情形外，亦可能存在住宅區土地低度利用之情形。 

 所得虛擬變數方面，符合「中所得」定義共有 225 個里，符合「高所得」定

義共有 19 個里，其中高所得主要集中在大安區，其次為內湖區。大安區為早期

高所得族群購屋之處，而內湖區則因近年來科技園區的設立，成為新興高所得族

群的另一聚集處。 

「公告現值」方面，從最大值和最小值來觀察，發現臺北市各里間之平均公

告現值呈現極大的落差。平均公告現值高的區域多數位於信義區，其次為大安區、

松山區、中山區、士林區，大致上與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認知相符。 

「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為該里是否曾經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根據細

部資料顯示，自民國 84 年到 103 年止，臺北市共有 20 個里曾經發生過區段徵收

或市地重劃，主要集中在內湖區、南港區，其次為中山區、士林區、北投區和文

山區等臺北市外圍地區。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為該里內是否曾經政府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根據細

部資料顯示，自民國 89 年開始劃定至民國 103 年止，曾經政府劃定為都市更新

地區的里共有 161 個，於空間上大致呈現隨機分布之情形，顯示政府在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時，除考量到更新地區內生活機能與建物之窳陋程度，亦兼顧到每個行

政區的都市更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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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屋齡」為該里內所有既存建物屋齡的平均值，全臺北市屋齡平均值約

為 32 年。依照「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

地區環境評估標準」規定，其中一項指標為：更新單元內，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

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以上。按照本規定之標準，臺北

市過半數之建築物符合該規定標準，顯示臺北市建築物普遍呈現屋齡偏高之現

象。  

 至於土地面積、產權變數已於本章第三節作過較詳盡之敘述，故於此不再贅

述。 

「高 HHI*郊區」和「低 HHI*郊區」相較之下，產權複雜度較高之地區主要

多位於內湖區和南港區，而產權複雜度較低之地區則多位於士林區和北投區。「高

HHI*市中心」和「低 HHI*市中心」的產權複雜程度於空間上可明顯看出，市中

心主要是產權複雜度集中之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多認為早期發展區是產權

複雜度較高之地區，但從「低 HHI*早期發展區」可以發現，早期發展區呈現產

權複雜度高之里個數遠小於產權複雜度低之里個數。 

 

表 4-9 自變數之敘述統計 

自變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離差 

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 1.587 -0.287 0.104 0.148 

中所得 1 0 0.54 0.499 

高所得 1 0 0.05 0.208 

空屋率（%） 0.376 0.031 0.11 0.04 

住宅存量率（%） 0.38 0.001 0.025 0.03 

公告現值（𝑚2/元） 579102.8 10649.1 229745.95 97640.15 

政府主導之開發 1 0 0.05 0.213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1 0 0.38 0.487 

平均屋齡（年） 43.979 9.472 32.022 5.296 

ln 土地面積（𝑚2） 8.164463 3.421153 4.734 0.688 

高 HHI*郊區 1 0 0.17 0.379 

高 HHI*市中心 1 0 0.04 0.203 

低 HHI*早期發展區 1 0 0.06 0.237 

低 HHI*郊區 1 0 0.27 0.443 

低 HHI*市中心 1 0 0.33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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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         2.中所得 

 

 

  3.高所得                           4.空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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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宅存量率                         6.公告現值 

 

 

  7.政府主導之開發            8.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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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均屋齡                           10.高 HHI*郊區 

 

 

11.高 HHI*市中心                     12.低 HHI*早期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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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低 HHI*郊區                       14.低 HHI*市中心 

 

圖 4-9 各自變數於空間上之分布情形 

 

 

(二)共線性檢測 

多元共線性是指當某一個自變數與其他的自變數之間具有高度相關，表示自

變數間具有共同解釋的部分，使個別的自變數無法確認對依變數有多大的影響，

造成迴歸分析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變異數膨脹，而高估迴歸模型解釋能力。共線

性檢測可讓我們檢查資料共線性是否存在，並評估共線性是否影響參數的建立。

一般而言，允差值（tolerance）越大，代表共線性問題越小。而允差值的倒數稱

為變異數膨脹因素（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ion），VIF 值越小表示共線性問題

越小。當 VIF 值大於 10，則表示該自變數與其他自變數間存在明顯的共線性。

根據表 4-10，本研究 15 個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顯示各自變數間並不存在

明顯的共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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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自變數允差值與 VIF 值 

自變數 允差值 VIF 值 

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 0.759 1.318 

中所得 0.622 1.607 

高所得  0.72 1.388 

空屋率 0.892 1.121 

住宅存量率 0.904 1.106 

公告現值 0.423 2.363 

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 0.771 1.298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0.852 1.174 

平均屋齡 0.552 1.811 

ln 土地面積 0.679 1.474 

高 HHI*郊區 0.385 2.597 

高 HHI*市中心 0.685 1.46 

低 HHI*早期發展區 0.649 1.541 

低 HHI*郊區 0.307 3.256 

低 HHI*市中心 0.244 4.095 

 

 

二、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迴歸分析 

在迴歸模型中控制總體因素以及區位與政策因 素後，本研究將聚焦於土地

面積、產權條件是否會影響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一步利用空間延遲模

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觀察本研究的自變數在何種模型下，對於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解釋能力較佳，方能正確估計自變數對於住宅區樓

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影響方向與程度。以下將進行迴歸模型的選定，並依據解釋

能力較佳的模型進行結果說明。 

(一)迴歸模型選定 

在進行空間迴歸分析前，以 Anselin 提出之判斷準則來判斷空間延遲模型和

空間誤差模型何者於本研究當中為較妥適之模型，並另以模型配適度檢定來選定

較佳之模型。 

首先進行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檢定（LM Test）。依據判斷準則須對 SLM

與 SEM 的wy、wεi進行 LM test。根據表 4-11 結果顯示，Lagrange Multiplier（lag）

呈現顯著，拒絕虛無假設為：在 OLS 模型中，新增wy作為自變數，模型的配適

度並沒有增加。顯示wy有作用，建議使用 SLM 模型。而 Lagrange Multiplier（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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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不顯著，無法拒絕虛無假設為：在 OLS 模型中，新增 wεi作為自變數，模

型的配適度並沒有增加。表示 wεi沒有明顯作用，不建議使用 SEM 模型。故在

尚未進行空間迴歸模型分析之前，根據 LM Test，建議本研究使用空間延遲模型

（SLM）。 

在進行空間迴歸分析後，觀察比較 SLM 模型與 SEM 模型，因以上兩種模

型是使用最大概似法估計，可得出最大相似且非線性的檢定值，並極大化其係數，

故不能使用𝑅2衡量，而以非線性原則的配適度對數概似值 LIK
4和 AIC

5來檢定空

間迴歸模型配適度。一般而言，LIK 值越大或是 AIC 值越小，迴歸模型配適度

越佳。從表 4-11 結果顯示， OLS 模型的 LIK 值為 2332.44，AIC 值為-4632.87；

SLM 模型的 LIK 值為 2335.65，AIC 值為-4637.3；SEM 模型的 LIK 值為 2333.94，

AIC 值為-4635.89。雖然各模型間的 LIK 值和 AIC 值沒有明顯的差距，但在 LIK

值越大或 AIC 值越小，則模型配適度越佳的原則下，顯示空間延遲模型（SLM）

有較佳的解釋能力，與進行空間迴歸分析前的 LM Test 建議一致。 

 綜上所述，不論是依據 LM Test 或是模型配適度檢定，皆指出本研究在三種

模型當中，應採用空間延遲模型（SLM），以提升本研究的模型估計能力。以下

部分就空間延遲模型進行說明。 

 

表 4-11 空間相依性檢定 

模型 一般迴歸模型（OLS） 空間延遲模型（SLM） 空間誤差模型（SEM） 

檢定方法 檢定值 顯著性 檢定值 顯著性 檢定值 顯著性 

Moran's I (error) -1.1062 0.268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6.3046** 0.012         

Robust LM (lag) 5.1877** 0.022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2.43 0.119         

Robust LM (error) 1.3122 0.252         

Likelihood Ratio Test   6.4333** 0.011 3.0169* 0.082 

LIK 2332.44   2335.65   2333.94   

AIC -4632.87   -4637.3   -4635.89   

 

 

 

 

 

                                                      
4
 LIK 即為 Log Likelihood，將概似函數取 Ln。其值越大，代表模型配適度越佳。 

5
 AIC 即為 Akaike info criterion，其定義為 AIC = -2L+2K，L 為 Log Likelihood 值，K 為自變數

個數加一。其值越小，代表模型配適度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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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 

當誤差項存在異質性時，SLM 模型將被用來檢測「鄰近效應」是否存在，若

誤差的空間異質性是鄰近效應引起的，則新增一個自變數wy代表「鄰近地區住

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平均值」。如該新增變數的空間自迴歸係數 ρ 顯著，

表示鄰近地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將影響本身區域的住宅區樓地板面

積淨增加率。ρ 的值越大代表空間相依的程度越明顯，正負號代表本身地區和鄰

近地區的影響關係。從表 4-12 可以發現，空間自迴歸係數 ρ 顯著，代表在控制

其他解釋變數後，本身地區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會受到周圍鄰近地區的影響，

存在鄰近效應。 

由表 4-12 可得知，在本研究的空間延遲模型當中，「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

率」、「中所得」、「高所得」、「住宅存量率」、「公告現值」、「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平均屋齡」、「高 HHI*郊區」、「高 HHI*市中心」、「低 HHI*早期發展區」、「低

HHI*市中心」等 11 個自變數的迴歸係數呈現顯著，其餘自變數之迴歸係數皆不

顯著。 

當「民國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每變動一個變動百分比，住宅區樓地板面積

淨增加率就會隨之增加約 0.206%，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相符。因在目前臺北

市人口數逐漸減少而家戶數卻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下，本研究認為以家戶變動率

來觀察臺北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可能較過去常用的人口數恰當且符合

實際情形。 

所得虛擬變數方面，中所得水準之里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較低所得水準

之里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高出約 0.0195%；高所得水準之里的樓地板面積淨增

加率，較低所得水準之里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高出約 0.0881%，顯示當臺北市

里內所得水準越高，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也隨之提高，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相

符。 

住宅存量率每增加 1%，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就會隨之減少約 0.423%，

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相符。因住宅存量率可顯示一地區之住宅飽和程度，住宅

存量率越高隱含該地區住宅開發漸趨飽和，使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下降，與原先

預期的影響方向相符。 

當該里平均「公告現值」每坪增加 10 萬元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就會隨之增加約 0.537%，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相符。 

土地開發變數當中的「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若該里內曾經政府劃定為都市

更新地區，則該里內就會增加約 0.0171%的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顯示目前臺北

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所劃定的都市更新地區政策具有引導當地建築投資與重開發

之效果。 

當該里的建物平均屋齡每增加 1 年，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就減少約

0.0075%，顯示當臺北市各里內之建物平均屋齡越高，則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

加率就會下降，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不符。推測可能原因為平均屋齡較高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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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位於臺北市早期發展之行政區，例如大同區或萬華區，而因開發後市場價格

誘因不足，無法吸引市場開發商前往建築投資，致使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減少。 

 而本研究較關注的土地面積變數之迴歸係數則呈現不顯著，推測背後原因可

能是臺北市係由多個不動產次市場所組成，而不同次市場內的土地面積特性可能

迥異，若不考慮區域內市場特性的不同，可能使得土地面積的特性被低估或忽

略。 

土地產權變數方面，本研究為作更細緻之探討，進一步將 HHI 分成高 HHI

與低 HHI，將臺北市區位分成「早期發展區」、「郊區」與「市中心」，共分類出

六種虛擬變數組合，將「高 HHI*早期發展區」作為參照組，以觀察在相同產權

水準下，不同區位間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差異。或是比較在相同區位下，

不同產權水準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是否具有差異。由表4-12可得知，「高

HHI*郊區」的迴歸係數為-0.000546，「高 HHI*市中心」的迴歸係數為-0.000554，

顯示在產權單純的產權水準下，相對於早期發展區，郊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

增加率約減少 0.0546%，而市中心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約減少 0.0554%，

故可推論在產權單純的相同產權水準下，早期發展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

率將依序高於郊區與市中心。另外，「低 HHI*早期發展區」的迴歸係數為-0.000417，

意即同樣在早期發展區下，產權複雜的里相對於產權單純的里，其住宅區樓地板

面積淨增加率將減少約 0.0417%，與原先預期的影響方向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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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一般迴歸模型與空間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自變數  
一般迴歸模型（OLS）6

 空間延遲模型（SLM） 空間誤差模型（SEM） 

B 之估計值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顯著性 

（常數） 0.002462 0.002 0.002407 0.014 0.0021760 0.001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 0.002013 0.122 0.002064*** 0.000 0.002130*** 0.000 

中所得 0.000167* 0.087 0.000195* 0.090 0.000175 0.110 

高所得 0.000795*** 0.016 0.000881*** 0.000 0.000799*** 0.001 

空屋率 0.000816 0.458 0.001085 0.362 0.001203 0.295 

住宅存量率 -0.00471*** 0.001 -0.004234*** 0.008 -0.004402*** 0.006 

公告現值 1.48E-09*** 0.007 1.63E-09** 0.022 1.55E-09** 0.018 

政府主導之開發 0.000278 0.464 0.000274 0.258 0.000234 0.323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0.000166* 0.090 0.000171* 0.089 0.000167* 0.093 

平均屋齡 -0.0000777*** 0.000 -0.000075*** 0.000 -0.000069*** 0.000 

ln 土地面積 0.0000979 0.214 0.000097 0.222 0.000080 0.284 

高 HHI*郊區 -0.000583*** 0.006 -0.000546*** 0.005 -0.000523*** 0.003 

高 HHI*市中心 -0.000559** 0.033 -0.000554** 0.045 -0.000509* 0.054 

低 HHI*早期發展區 -0.000394** 0.034 -0.000417* 0.080 -0.000412* 0.067 

低 HHI*郊區 -0.000303 0.122 -0.000227 0.222 -0.000233 0.172 

低 HHI*市中心 -0.000645*** 0.001 -0.000681*** 0.001 -0.000623*** 0.000 

     

 
0.376 0.386 0.380 

鄰近效應 

ρ     -0.174796** 0.014     

λ         -0.154209* 0.063 

 

 

 

 

 

 

 

 

 

 

 

 

                                                      
6
 此處的一般迴歸模型為經 White 異質變異修正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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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影響都市住宅供給的因素相當多且複雜，土地面積細碎和產權複雜因素以往

在討論都市住宅供給時較容易被忽略。尤其都市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時，土地供給

面的重要程度更應該被突顯，故本研究試圖客觀呈現影響都市住宅供給的全貌。

本章以文獻回顧為理論基礎，搭配前章空間迴歸模型實證結果，對於臺北市住宅

供給提出以下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就臺北市整體而言，住宅區開發量不存在明顯的聚集現象，但就

局部而言，一地區的住宅區開發量與周圍地區呈現負向關係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針對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行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檢測結果所代表的意涵，與 SLM 模型當中的空間自迴歸係數ρ所揭示的意涵可

能不盡相同，其說明如下： 

本研究就研究期間內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進行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檢測，檢測結果為無法拒絕空間型態不為群聚的虛無假設，故住宅區樓地板面積

淨增加率不存在明顯的空間聚集現象。 

但在接下來的空間延遲模型分析中，依據 SLM 模型發現，ρ空間自迴歸係

數值為顯著的負向關係，顯示「鄰近地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平均值」

將會影響「本身地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而影響的關係呈現負向關

係，表示住宅開發行為存在局部的負向鄰近效應。 

綜上分析結果，全域型空間自相關檢測和空間自迴歸係數ρ可觀察到不同面

向和程度的住宅開發行為。其原因為 Moran’s I 值要計算的對象為：「目標里 i 的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簡稱𝑋𝑖）、「鄰近里 j 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

率」（簡稱Xj）兩者與「所有樣本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平均值」（簡稱x̅）
間之比較。 

而 SLM 模型當中所新增的wy自變數，代表鄰近地區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

加率的平均值。其計算的對象為「目標里 i 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簡

稱𝑋𝑖） 與「鄰近里 j 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平均值」（簡稱x̅𝑗）之間的

空間相依性程度以及方向。 

歸納上述兩種結果所揭示的意涵，並不相互違背。藉由以上分析得知，不動

產市場本身就是由許多不同性質的次市場組成，因此住宅區開發行為相當具有地

區性，故較不適合以全觀或整體的角度來觀察臺北市的住宅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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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區開發量多寡主要受到總體因素影響（所得、公告現值、住

宅存量率） 

為得知自變數間對於依變數的影響能力，可從標準化係數值1大小觀察。本研

究經空間延遲模型標準化係數計算結果顯示，住宅區開發量多寡主要受到平均屋

齡、高所得、公告現值和住宅存量的影響，仍以總體因素為主要的影響因素。平

均屋齡之標準化係數為-0.336，高所得之標準化係數為 0.155，公告現值之標準化

係數為 0.135，住宅存量率之標準化係數為-0.107。 

平均屋齡變數的標準化係數取絕對值之後，遠大於其他變數，與其他變數相

較之下，顯示平均屋齡越高的地區，住宅區的樓地板面積供給量將明顯減少。平

均屋齡高的地區通常可能有環境窳陋和公共設施配置不足的情形，除致使開發商

進行住宅區開發的意願降低外，居住需求者也會考慮環境品質而使屋齡高地區的

住宅需求下降。 

所得水準的經濟意涵為，居民負擔住宅需求的能力。高所得地區相較於中、

低所得會出現較多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供給量，可能和開發商的推案風險有關。

當一地區居民的所得越高時，通常代表該地區生活環境較為優良，進一步吸引其

他高所得族群遷入該地區，因居民的住宅負擔能力較高時，就會降低開發商於該

地推案的風險。 

公告現值屬於總體因素當中，市場價格力量對於住宅供給之影響因素。當公

告現值越高的地區，其住宅區開發量呈現較多的趨勢。而公告現值較高之地區通

常位於臺北市中心，同時也具有產權複雜度較高的特性。研究期間內臺北市正處

於房價上揚之階段，可能使得開發商認為縱使市中心產權複雜度較高，但興建後

之利潤將高於整合土地之成本。另外，公告現值常被視為在住宅開發當中，市場

價格力量的代表，與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的政府規劃力量相比，公告現值的標準化

係數為 0.135，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的標準化係數為 0.07，故可從結果推論，在住

宅開發供給過程中，市場價格力量可能更勝於政府規劃的力量。 

住宅存量率代表一地區住宅的供給狀況，與空屋率的概念並不相同。根據內

政部營建署的定義，住宅存量是一地區住宅單位之加總。而空屋率指在住宅存量

中，可提供居住使用但卻未使用或低度使用之住宅單位。經本研究空間延遲模型

實證分析，發現住宅存量率對於住宅區樓地板面積的開發量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而空屋率則呈現不顯著，可能與空屋率當時的調查技術完備性有關。故當一地區

的住宅存量率越高時，顯示臺北市目前位於成熟發展的城市階段，整體的住宅區

開發漸趨飽和，住宅供給可能超過實質需求，使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下

降。 

 

 

                                                      
1
 自變數的標準化係數計算公式為：自變數的未標準化係數*該自變數的標準差/依變數的標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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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政策確實有引導都市開發之成效 

地方政府為調控都市土地的供給，往往會利用公權力來制定相關法規與政策，

當作土地開發或都市重開發之依據。本研究探討的土地開發類型包含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以及都市更新。「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變數涵蓋民國 84 年後發生於臺

北市的區段徵收和市地重劃，經迴歸模型分析後此變數呈現不顯著。推測背後原

因，本研究欲探討住宅區上之建物供給狀況，但在區段徵收和市地重劃的計畫中，

依據不同的徵收和重劃目的，徵收計畫或重劃計畫並不全然會配置住宅區或配置

住宅區的比例極少，例如：南港車站特定專用區徵收計畫、南港經貿園區徵收計

畫、內湖區第六期市地重劃區、松山區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南港區第一期市地重

劃區等。然而根據蔡友翔（2012）實證結果指出，若該地區於研究期間內曾經發

生過地方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則建物重開發行為會增加。進一步細究蔡友翔

（2012）研究範圍，其不僅限於住宅區，尚包含商業區、工業區等其他使用分區

上之建物，故在區段徵收和市地重劃的土地多目標計劃使用下，且研究範圍不僅

限於住宅區時，土地開發變數將呈現顯著。 

 另外本研究欲探究地方政府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是否有引導民間開發商前往

投資開發之效果，乃根據「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變數。雖無法直接檢視每個區

域於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後，是否有確實進行建物拆除重建與更新，但從本研究迴

歸模型結果可發現，「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標準化係數值不大，僅 0.05，於信

心水準 90%時呈現顯著，顯示已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並提供都市更新時程容積獎

勵申請之政策2，仍然有促進更新地區內部及周遭投資興建開發之效果。 

四、土地面積細碎問題從臺北市整體來看，尚未成為阻礙住宅開發供

給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聚焦於土地面積或產權因素是否會顯著影響住宅開發供給量。為探討

土地面積是否會影響臺北市之住宅區開發供給量，將土地面積取自然對數當成迴

歸模型之自變數進行分析。實證結果為土地面積變數呈現不顯著，顯示土地面積

細碎的問題還不至於影響臺北市整體住宅區開發供給量，土地面積細碎問題可能

僅出現在臺北市局部地區。但從政策角度來觀察，土地面積因素的重要性確實不

可被忽略，應回過頭檢討的是，將土地面積因素以「ln 土地面積」連續變數的形

式來衡量，其是否為衡量土地面積因素的最佳形式。然而本研究之 SI 、JI 在適

用都市土地上可能受到限制；吉尼係數所代表的土地面積分配不均度，先前於本

研究迴歸模型當中呈現不顯著，亦直接將吉尼係數自變數從迴歸模型當中剔除。

因此，可能須找到衡量土地面積細碎更適切之指標，才能更精確的衡量土地面積

細碎問題。 

                                                      
2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九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

定之更新地區，自公告日起六年內，實施者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

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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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市住宅供給在相同的土地產權複雜度下，存在空間區位上的差

異 

本研究為觀察臺北市住宅供給開發於相同的產權水準下，是否存在空間區位

上的差異，於迴歸分析當中將土地產權變數 HHI 分類成產權複雜度高（低 HHI）

和產權複雜度低（高 HHI）兩種類別，亦將臺北市區分成早期發展區、市中心和

郊區，共計分類出六種產權與區位的類別，並將「高 HHI*早期發展區」作為參

照組，以觀察土地產權和區位對於住宅開發而言，是否具有不同程度間之影響。

從表 4-12 空間延遲模型結果可得知，在產權單純的相同產權水準下，早期發展

區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將依序大於郊區與市中心。  

六、在早期發展地區，不同的土地產權複雜度可能會影響住宅開發供

給 

從表 4-12 空間延遲模型結果可得知，同樣在早期發展區，土地產權複雜的

里相對於產權單純的里，其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將減少，與原先預期的影

響方向相符，顯示土地產權越複雜的里，因為整合土地的成本相對較高，可能使

開發商轉而考慮產權複雜度較低之里進行住宅區開發，以減少整合土地產權的成

本。此結論也呼應 Eckart（1985）指出，若一地區土地越細分，須合併開發的地

主人數越多或個別地主持分越低，則開發將面對多數地主問題，造成地主要價上

升、協商成本增加，最後可能導致開發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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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衡量土地產權複雜度時，選用 HHI 當作衡量指標，其計算方式係將

一塊土地上所有持分平方後再加總，背後係假設全數擁有持分的地主具有同質性。

然而 Adams & Hutchison（2000）在研究中，根據地主行為的不同，將地主加以

分類，分成積極地主（active landowner）和消極地主（passive landowner）。積極

的地主會積極的解決開發限制或者提供自己的土地給開發商，此類地主於開發過

程中有極大的貢獻。但消極的地主可能不會想回應開發商，只想保留土地不開發。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土地持份資料源自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且從資料上並無法得

知每塊土地上的地主屬性為積極地主或消極地主，僅能用訪談的方式才能得知地

主屬性，故本研究可能低估消極地主於住宅開發供給過程中所帶來的開發阻礙程

度。 

本研究於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空間延遲模型當中，共計投入 15 個

自變數，包含過去研究當中，較容易忽略的土地面積產權變數。結果共計 11 個

自變數呈現顯著，雖比較基礎不同，但模型的配適度𝑅2僅 0.386 左右，顯示迴

歸模型可能尚有其他會影響住宅開發供給但本研究未考慮到的影響因素。文獻回

顧章節雖有提到財產稅率亦可能會影響到住宅開發供給的多寡，但本研究認為臺

灣的財產實質稅率（地價稅與房屋稅）相較於國外普遍偏低，影響住宅開發供給

的程度似乎有限，故在考慮影響住宅開發供給因素時，並未加入臺北市各里的財

產實質稅率，但模型的配適度𝑅2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是否與臺北市各里的財產

實質稅率有關，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釐清。 

 另一方面，Barlev & May（1976）指出影響都市房屋興建投資的重要因素為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定該地區的房屋總數量與建築位置，

故當分區管制越鬆散，則建築成本越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限於臺北市有配置

住宅區的里，無法比較不同土地使用分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對於建物開發供

給之影響程度是否具有差異，亦有待後續的研究補足。 

 本研究在觀察住宅開發供給時，以計算「淨增加率」的方式來衡量，故選用

一般迴歸模型和空間迴歸模型進行分析。自變數方面，因資料取得限制，無法取

得每一年變數資料的變動情形，因此無法看出時間效果對於住宅開發供給的影響

以及自變數對於住宅開發供給的跨期影響效果。若能取得每一年自變數資料並搭

配追蹤資料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更能精確觀察到變數在不同年度之影響

關係以及其在跨期的相互變動關係，使模型的估計解釋能力更具有提升之空間。 

 本研究對於探討都市內部住宅開發供給之影響因素，提供一個初步的研究路

徑，期望後續研究在考慮不同因素對於住宅開發供給的影響後，能更加全面性的

觀察並呈現都市住宅開發供給的整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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